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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的節奏類型，主要以華語書
寫的白話文學為研究範圍。韻律音韻學係一語言學理論，從詩律的
研究發展而來，研究發現韻律節奏本是語言特性，存在於普遍語法
機制中。本研究的觀點是跨語言學及文學領域的研究，以語言學中
韻律音韻學的分析架構討論文學語言的韻律節奏。韻律音韻學主張
建構韻律單位層級來反映出語言的韻律表現，而此韻律層級存在普
遍語法中。因此，語言學與文學領域並非對立的領域，口說語言與
文學語言之機制原本為同一，文學語言乃是將口說語言常軌加以活
用創新。現代漢語自五四之後百餘年來，口說語與書面語雙軌接近
，以致白話文學語言與口說語言距離不遠。特別是在韻律節奏的體
現方面，不僅韻文對於韻律節奏有嚴謹要求與規範，散文時也不乏
夾有韻語以呈現韻律節奏的美感特性。然至今，白話散文與新詩發
展成熟，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
詞等，以及韻律單位層級建構之範疇去分析散文韻律節奏，本研究
以華語散文為主要討論範圍，建立韻律結構的語料庫，從韻律單位
及層級分析不同的節奏類型，而非以文體概念進行比較，深入研究
文學語言之韻律機制運作，或可發現散文與韻文非截然不同的體式
，或可對不同文體之語言風格分類提供參照標準。

中文關鍵詞： 韻律音韻學、白話文學、節奏、音步、韻律詞組、現代漢語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hythmic
typology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rosodic Phonolog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Rhythm are so natural and with the
Universal Grammar. No matter literature language or spoken
language, the rhythm is represented as the stress, the
tone, the alliterate sounds, the vowel harmony, the rhymes.
Such the different forms are the prosodic units. The
prosodic unit, such as Foot, Phonological Phrase are
dominated by other kind of prosodic units. Those prosodic
units must be organized into the units in order to be the
prosodic domain. The prosodic units within the domains
occur repeatedly by some rules. No matter in classical
Chinese metrics or modern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e
rhythmic typology would be the main different point between
the verses and the proses. There would be a database for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poetry and pros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annotations would include two parts: one is
abou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such the XP, noun/verb
phrases and the functions as head-subject, compliment,
adjunct or non-adjunct；the other part is about prosodic
structures, such as foot, phonological phrases, the
prosodic domain. The current study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the rhythm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fferent stylistic
literature language uses.

英文關鍵詞： prosodic phonology, rhythm, phonological phrase, foot,



vernacular literature,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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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的節奏類型，主要以華語書寫的白話文學

為研究範圍。韻律音韻學係一語言學理論，從詩律的研究發展而來，研究發現韻

律節奏本是語言特性，存在於普遍語法機制中。本研究的觀點是跨語言學及文學

領域的研究，以語言學中韻律音韻學的分析架構討論文學語言的韻律節奏。韻律

音韻學主張建構韻律單位層級來反映出語言的韻律表現，而此韻律層級存在普遍

語法中。因此，語言學與文學領域並非對立的領域，口說語言與文學語言之機制

原本為同一，文學語言乃是將口說語言常軌加以活用創新。現代漢語自五四之後

百餘年來，口說語與書面語雙軌接近，以致白話文學語言與口說語言距離不遠。

特別是在韻律節奏的體現方面，不僅韻文對於韻律節奏有嚴謹要求與規範，散文

時也不乏夾有韻語以呈現韻律節奏的美感特性。然至今，白話散文與新詩發展成

熟，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詞等，以及韻律單

位層級建構之範疇去分析散文韻律節奏，本研究以華語散文為主要討論範圍，建

立韻律結構的語料庫，從韻律單位及層級分析不同的節奏類型，而非以文體概念

進行比較，深入研究文學語言之韻律機制運作，或可發現散文與韻文非截然不同

的體式，或可對不同文體之語言風格分類提供參照標準。 

關鍵詞：韻律音韻學、白話文學、節奏、音步、韻律詞組、現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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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hythmic typology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rosodic Phonolog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Rhythm are so natural and with the Universal Grammar. No matter 

literature language or spoken language, the rhythm is represented as the stress, the tone, 

the alliterate sounds, the vowel harmony, the rhymes. Such the different forms are the 

prosodic units. The prosodic unit, such as Foot, Phonological Phrase are dominated by 

other kind of prosodic units. Those prosodic units must be organized into the units in 

order to be the prosodic domain. The prosodic units within the domains occur repeatedly 

by some rules. No matter in classical Chinese metrics or modern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e rhythmic typology would be the main different point between the verses and the 

proses. There would be a database for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poetry and pros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annotations would include two parts: one is abou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such the XP, noun/verb phrases and the functions as head-subject, 

compliment, adjunct or non-adjunct；the other part is about prosodic structures, such as 

foot, phonological phrases, the prosodic domain. The current study would try to figure 

out the rhythm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fferent stylistic literature language uses.  

  

 

Keywords: prosodic phonology, rhythm, phonological phrase, foot, vernacular 

literature,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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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韻律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之節奏類型體現 
 

(The Analysis on the Rhythmic Typology of the Literature Language: 

A Prosodic Phonology Approach) 

 

一、前言 

（一）研究議題說明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prosodic phonology）分析討論文學語言韻律節奏類型

(rhythmic typology）體現，主要以華語（Mandarin Chinese）書寫的白話文學為研究範圍。

韻律音韻學係一語言學理論，原從詩律學（Metrics）的研究發展而來，詩歌藉由韻律節

奏表現音樂性，是最講求韻律節奏的文學語言。1但語言學理論的研究發現，不僅是詩律

注重韻律，事實上韻律節奏本就是人類語言的重要特性之ㄧ，韻律節奏的組成與展現規

則存在於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機制之中。韻律節奏有其生理基礎，如呼吸心

跳，行走時手腳動作與速度的協調配合，都是韻律節奏的展現。而語言語流（speech flow）

進行時，不同於歌唱旋律，也不同於樂曲節拍停拍（pause）般進行，卻也有長短停頓間

隔，也還有輕重高低抑揚頓挫。主要的關鍵就是語言與音樂都有韻律節奏，類型不同。

文學語言有韻律節奏，口說語言亦有韻律節奏，因為口說語言與文學語言之機制原本為

同一。本研究是跨領域的研究，以語言學中韻律音韻學的分析架構討論文學語言的韻律

節奏。基於同一語言系統機制，語言學與文學並非對立的，文學語言乃是將語言常軌加

以活用創新，並且是有意識，有層次數量累積的活用創新，以致形成的不同的語言風格

（linguistic style）。2 

詩歌有別於其他文學體裁的指標特徵，就是韻律節奏。所謂的韻律節奏的本質就是

重複（repetition）。韻律重複的單位形式非常多元，如雙聲是聲母的重複，頭韻也是相同

輔音重複出現，押韻則是韻母的重複。音節方面是指的輕重交替、長短交替及聲調高低

交替，長短時間的停頓交替等，就形成韻律節奏。因此，形成韻律節奏因素有二，一是

韻律單位，如音節、詞彙、語句等；二是分布與重複的規律，如前述韻律單位重複出現

而形成韻律節奏的篇章。因此，不僅音韻的重複與韻律節奏相關，詞彙及句法結構的重

                                                 
1端木三：〈重音理論與漢語重音現象〉，《當代語言學》第 16 卷第 4 期（2014 年），頁 288-302。 

 Kiparsky, Paul. 1977.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English Verse.” Linguistic Inquiry 8.2: 189-247.  

 Liberman, Mark & Alan Prince. 1977.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2:249-336。 
2周世箴：〈語言學理論是否能用於文學研究?—從語言常規與變異的互動談起〉，《東海中文學報》第 11 期

（1994 年），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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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如類疊、對偶、層遞、排比等等，也能形成韻律節奏的效果。3如李白〈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其中「光、霜」二字為押韻字，該二字出現之前皆有四個

音節，也就是說，二個韻母結構語音在相同時間間隔出現，形成韻律節奏。對句「舉頭

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頭」字出現在相對應的位置；「望明月」與「思故鄉」都是單音

節動詞加上雙音節名詞作賓語，形成動賓詞組。這首五言絕句的韻律節奏體現層面是多

元而豐富，從音韻、詞彙到語法等。而在華語新詩中，音節數相同的詩行、類似的句型、

疊詞押韻的重複，聲調高低、詞彙輕重的交替重複出現，也鮮明表現出韻律節奏。如徐

志摩的《再別康橋》，見（1）。 

（1）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在（1）四行詩行中，分別是該首新詩之首尾二行。每詩行的前半行字數相同，後半行字

數也相同，並且都用「來、彩」做押韻字。聲母相同的疊詞「輕輕的、悄悄的」出現的

位置都相同，也就是相同間隔時間會重複出現。黑體底線是表示該詞是重音落點位置，

疊詞後音節及虛詞「的、了」都是輕讀音節，該四詩行重音數量幾乎相同，重音出現的

間隔也相去不遠。這四句詩行運用多元韻律節奏形式，展現豐富韻律美感。 

承上述所言，不僅限詩歌語言始能有韻律節奏的展現，古典散文、白話散文也有韻

律節奏的展現。學者丁邦新提到透過平仄高低聲調的交替分布，自然形成韻律節奏感。

丁邦新指出口說語的順口溜或繞口令，或是白話散文都可以透過多種韻律單位形式的重

複展現出韻律節奏美感。4以余光中〈聽聽那冷雨〉文為例，此篇重疊詞彙，以及相同句

式詞組之複疊的出現數量繁多，是該文極重要、無法忽略的創作特色。余光中創作時，

巧妙運用不同感官之描寫，包括視覺、聽覺及嗅覺、味覺的感受；大量疊字、雙聲疊韻

及諧音雙關的靈活運用，展現音韻聲律之美；語言形式上，長短句、排比反覆交錯運用，

形成文句豐富變化，閱讀時可以感受到創作藝術風格。見（2）。 

                                                 
3 陳朝松：《新詩形式設計美學》（臺北：三民書局代理，2010 年），頁 7-8。 
4 丁邦新：〈論散文的抑揚頓挫〉，《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 4 卷第 2 期（2011 年），頁 281-292。以韓愈〈送  

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為例，如下。觀看列出的句末字詞之調類，顯示出平仄交替分佈，其中「野、下、

馬」等字在唐代是屬於同韻部。而不同的平仄調類交錯分步，表現出散文的抑揚頓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仄），而群馬遂空（平）。 

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仄），伯樂雖善知馬（仄），安能空其群（平）邪?  

解之者曰（平）：吾所謂空（平），非無馬（仄）也，無良馬（仄）也。 

 文煉：〈漢語語句的節律問題〉，《中國語文》總 238 期（1994 年），頁 148-151。 

 方環海、沈玲：〈節奏認知與詩歌文的韻律構建〉，黎活仁、楊慧思、楊宗翰編《閱讀白靈》（臺北：秀威

出版社，2012 年），頁 350-382。 



 6 

（2） 

(a) 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 

(b) 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 

(c) 從少年聽到中年， 

(d) 聽聽那冷雨。 

(e) 雨是一種單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 

(f) 戶內聽聽， 

(g) 戶外聽聽， 

(h) 冷冷， 

(i) 那音樂。 

(j) 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 

(k) 聽聽那冷雨， 

(l) 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 

(m) 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濕布榖咕咕的啼聲。 

(n) 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在文中第十二段落首句與末句都結束在主題「雨」，而「聽聽那冷雨」出現二次。二

個重要關鍵詞「雨」與「樂」多次出現在文句末後，此二字韻母結構接近，有押韻效果。

(a-d)出現三個雙音節重疊詞，一是反覆出現動詞重疊「聽聽」，「綿綿」用以描摹春雨狀

態，屬於視覺感受；「瀟瀟」則是秋雨聲響，屬於聽覺感受。(b-c)二句中「聽到」重複出

現，前有疊音「綿綿」，這是重疊詩化散句，形成節奏韻律趣味。從「音樂」到「室內樂、

室外樂」，反覆出現與主題「聽聽、冷雨」相呼應。主題「冷雨」與聽覺感受的「音樂」

議題有了巧妙的相連。(j-n)出現擬聲疊音「咕咕」及動詞重疊「舐舐」，又多了四音節

AABB 式，「潮潮潤潤」作為定語，修飾「音樂」。 

文中還有在一段落中連續四句出現重疊，如第十段「聽颱風颱雨在古屋頂上一夜盲

奏，千噚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來，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向他的矮屋簷重重壓下，整

個海在他的蝸殼上嘩嘩瀉過」，「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來，強勁的電琵琶忐忐忑忑忐忑

忑，彈動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其中擬聲與摹態重疊密

集出現，使人置身在颶風豪雨鋪天蓋地，掀起驚濤駭浪的聲響情境中。最後一句同樣是

重疊「斜斜」，作定語也作謂語。這真是作者匠心獨具，精心巧思。另有一段有連續五句

出現重疊，出現密集程度頗高，形成特殊韻律效果。如「雨來的時候不再有叢葉嘈嘈切

切，閃動濕濕的綠光迎接。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前

二重疊是摹寫狀態，後三個是擬聲詞彙，其中數句末字「切、接、啾、即」都是舌面前

聲母齊齒呼的音節結構，形成聲律美感，充滿了大自然的聲響與情趣。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古典散文韻文，現代白話散文韻文，都有以不同的韻律節奏

類型表現出語義思維的轉折和情感的抑揚頓挫。漢語是聲調語言，詞語有音調高低變化，

在語用語流及詩歌語言中，就會展現出韻律節奏性。現代漢語自五四之後百餘年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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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語與書面語雙軌接近，以致白話文學語言與口說語言距離不遠，也開啟另一種文學語

言的應用，至今，白話散文與新詩皆發展成熟，在韻律節奏的體現方面，韻文與散文各

有不同類型的發展與表現，白話散文夾有如詩歌般詩行韻語呈現韻律節奏美感。從語言

中的韻律節奏特性探討文體風格差異，是一可行的研究議題。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

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foot）、韻律詞（phonological word）及韻律語（phonological 

phrase）等，以及韻律單位層級（prosodic hierarchy）建構之範疇去分析華語散文，透過

研究韻律結構，可以探索音韻-句法之間的關聯與分歧。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韻律結構

是音韻和句法之間的關聯。韻律結構通常超越詞法句法的層級，從韻律特徵或單位探索，

將會考量到不同層次的韻律節奏體現。漢語重音，包括短語重音、句子重音、焦點重音

等；聲調及連讀變調；語調（邊界調、調型、節奏、時長）等皆可能成為韻律節奏特徵，

能以辨義及表情達意，如重音與句法結構有著一定的關聯，句法結構可能會影響韻律結

構的分割。此研究結果從韻律單位及層級分析不同的節奏類型，而非以文體概念進行比

較，深入研究文學語言之韻律機制運作，或可發現散文與韻文之體式特徵，亦或可對不

同文體之語言風格分類提供參照標準。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詞、韻律語等，以及韻律

單位層級建構之範疇去分析華語散文的韻律節奏類型。韻律音韻學主張不同類韻律單位，

韻律單位之間的層級關係；又韻律結構與句法結構有互動，某些層級的韻律結構甚可能

統轄詞法句法，進而影響語義。透過韻律可以體現重音及斷句停頓，幫助正確理解文義。

停頓的出現與語法結構有關，也與韻律結構相關。以下的文獻評述分別就韻律音韻學基

本架構、漢語之韻律與句法互動、漢語重音與韻律節奏及音步韻律詞組劃分觀點等數方

面說明。 

（一）韻律音韻學：韻律單位及層級 

韻律音韻學從詩律學發展而來，除了重音可以表現韻律節奏外，聲調高低、音節長

短、語音輕重與詞語大小等等，皆可經由規律的重複出現呈現出不同的韻律節奏。一般

而言，句子都有自然重音，這是透過語法結構而來的。5組成韻律結構的單位如音節、音

                                                 
5 Selkirk（1984），Nesper & Vogel（1986），McCarthy & Prince（1993a, 1993b)，Kenstowicz（1994），Hyman 

（1977）。詩律學包括三個基本面，分別是重音(stress)、節奏模板(template)以及重音跟節奏模板的對應

（correspondence rules)重音。 重音體現是一種相對性的凸顯關係，分為重音與非重音。多音節詞至少

有一重音、單音節實詞有重音、單音節虛詞如介詞、代詞、冠詞等則無重音。節奏模板則是由輕重拍

（W 表示輕拍，S 表示重拍，0 表示空拍）序列組成，如五音節節奏模板可以是 WSWSW 或 SW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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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韻律詞及韻律語等等，這些韻律單位有層級差異，不同的韻律單位有階層層級統管

轄的關係，見（3）。 

（3） 

 

音節（以 σ 表示）之上為音韻步（簡稱音步）管轄，音步由韻律詞（以 PrWd 表示）所

管轄，而韻律詞由韻律語（Phonological Phrase，以 PhP 表示）管轄。再上層為語調語

（Intonational Phrase 以 InP 表示），而至口說語（Utterance）。基本上，最小韻律結構為

一音步，係由兩個音節所組成，以二分支結構表現。以雙音節組成一音步，兩個音步組

成一個韻律詞，二個韻律詞組成一個韻律詞組。 

韻律節奏的展現不僅在重音、雙聲、頭韻、疊韻等語音方面，也涉及句法詞彙等，

韻律結構會與句法結構相關。有關討論音韻與句法的互動(interface)方面，基本觀點分成

二大派別，分別是直接指涉論（direct interface）、間接指涉論（indirect interface）。6直接

指涉論提出的觀點是韻律規則運作的範疇是句法範疇，最直接相關的句法關係是 C-

command 統轄的制約關係，也就是韻律規則的運作範疇受限句法結構。而間接指涉論的

觀點則認為句法規則並不能完全決定韻律規則範疇，必須借助韻律層級機制。理論架構

中，建構韻律範疇方法有二，一是邊界法（end-based approach），另一種是間接關係法

（indirect relation approach）。邊界法的核心概念是韻律範疇與句法範疇邊界重疊，是指

韻律範疇通過參照句法投射的邊界重疊，包括 X0 與 Xmax 7。 

                                                 
除了重音元素可以表現韻律節奏外，聲調高低、音節長短、語音輕重與詞語大小等等，皆可經由規律的

重複出現呈現出不同的韻律節奏。一般而言，句子都有自然重音，這是透過語法結構而來的，也就是韻

律結構由句法結構而來也可以制約句法的。最小能自由獨立的音步最少由兩個音節組成，而韻律詞最

少要統轄一個雙音節的音步。 
6 Kaisse（1985）,Selkirk（1980, 1984, 1986）, Nespor & Vogel（1986, 2007）。 
7 Selkirk & Shen （1990），如 上海話連讀變調的韻律範疇可以是韻律詞或韻律語，「炒飯」係一複合詞，

也是韻律詞，就形成一個變調範疇；「[炒][飯]」也可以是句法上的動詞詞組，由二個韻律詞投射為韻律

詞組，而可以形成二個變調範疇。而間接關係法則認為不僅考慮 X0 與 Xmax，還包括相臨關係、中心語

—補語關係。在優選理論架構下，Selkirk 提出相關韻律制約如下，Align（XP, PP;R／L），也就是 XP 的

左或右邊界要與某層級的韻律單位之左或右邊對整。如果 XP 左緣與右緣邊界對整制約排序層級一樣

高，表示該句法單位必須完整，不能分割。如果是 Align（PP, XP;R／L），也就是韻律單位的左或右邊

口說語  Utterance (U) 

                | 

     語調語 Intonational Phrase (InP) 

                | 

     韻律語 Phonological Phrase (PPh) 

                | 

     韻律詞  Phonological Word (PrWd) 

                | 

            音韻步  Foot (Ft) 

                | 

            音節  Syllable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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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語韻律句法學：韻律與句法 

音韻、詞彙與句法是語言機制中的不同層面，而「重音、節奏、韻律」等韻律相關

因素在剖析語流時之交互影響益發受到重視。馮勝利即提出重音對句法的影響與制約，

他認為漢語韻律結構對句法的制約確實有影響，即便漢語多半是單音節詞，然韻律上的

標準音步卻是雙音節，以致韻律結構對句法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單音節副詞與雙音節副

詞的分佈，「他也許不回來了／也許他不回來了」都是合法的句子，然而「（?）他准去／

准他去」，後者比較自然。再以「動賓+介賓」結構而言，「*他買了三本書在商店。」「*

他想唱支歌給你。」這二句都不是合法的句子，可以從韻律結構重音落點位置來解釋，

這二句的介詞詞組都不是句子的焦點成分，是屬於附加語，不能帶有重音，卻佔據句尾

重音位置，因此是不合適的。馮勝利認為漢語最小的韻律詞是一個音步，由兩個音節組

成。若不滿一個音步的單音詞，必須再加上一個音節，成為最小韻律詞。三音節音步則

是超音步（super foot）。8有音步成為韻律範疇後，則可指派重音。提出漢語核心重音指

派原則。9漢語的重音呈現是以「關係」和「結構」為前提，是相對的概念，輕和重是相

對的，不是絕對的。在漢語詞組中，常有帶重音的修飾語，以致詞組或句子的重音結構

會因修飾語不同的韻律性質而有不同的表現，也就是韻律結構會影響制約語法結構10。 

 馮勝利認為漢語詩歌的韻律節奏結構組成，是以口語韻律為基礎，形成齊整有序的

形式。詩歌與散文不同在於單位大小及重複分布規律之不同。長短律之特徵是字數不等、

                                                 
界要與句法單位之左或右邊對整。而當左緣與右緣邊界對整制約排序層級一樣高，表示該韻律單位完

整性的要求更顯重要。 
8超音步是指單音節虛詞依附其他音節組成的音步。音節而形成兩個二分支階層的音步。殘音步跟超音步

的出現都是有條件的。當標準音步的運作後，剩餘音節會附在相鄰的音步上，形成三音節超音步(Chen 

1979；Shih 1986)。而單音節音步出現在停頓前，或有條件性的位置。韻律詞統轄一個雙音節音步或三

音節超音步，即可形成一韻律詞，因此，漢語雙音節韻律詞或三音節韻律詞都是可能的。至於四音節形

式，為二個音步統轄，可能是一個韻律詞的組合，或是組合成韻律詞組。韻律詞不必是複合詞，但是原

始複合詞必須是一個韻律詞。 
9馮勝利：〈論漢語的韻律結構及其對句法構造的制約〉，《語言研究》總 30 期（1996 年），頁 108-122。 

 馮勝利：〈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當代修辭學》總第 157 期（2010 年），頁 25-36。 

 馮勝利：〈韻律與超時空語法—以《蕪城賦》爲例〉，《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第五

輯（2016 年），頁 189-219。提出漢語核心重音指派原則。如下 

(a)核心重音規則：姊妹節點[N1 N2]，一般而言 N2 得到重音。這也是普通重音，是一普遍制約 

(b)支配原則：句中主要動詞直接支配的成分得到重音 

(c)深重原則：結構上內嵌最深者得到重音 

(d)選擇原則:二個姊妹節點，較低層次的得到重音 

(e)最小詞條件:最小詞由一個雙音節組成的音步 

(f)最大極限:核心重音指派者最大極限是最小詞，也就是一個雙音節的音步。 

  按上述原則，雙音節複合詞或詞組之音步，可以指派普通重音位置。動詞與其他成分為姊妹節點時，動

詞為主要核心詞，與其他成分形成韻律單位詞組，被選擇成分得到重音。而大於雙音節的複合動詞，就

無法再外加賓語。 
10英語是以時間重音為單位的節奏類型(stress timing)，重音根據時間的長度而構成節律單位，因此在兩個

重音之間，音節的數量沒有固定的要求。英文的口語如此，英文的詩歌也如此，它靠一定時間內的重音

的重複構成旋律，而不像漢語那樣以音節為單位，靠相同數量的音節重複構成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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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不一、虛實相間等，最常出現在散文句式，表面上似乎無格律可言。主要因為虛詞

不帶重音，也不占拍數時間，卻使詞彙連結成篇。散文篇章中有虛詞與實詞之間的交錯

使用，使用虛詞增加口語特徵，因而有不同的韻律結構。若盡量減少虛詞，則近似詩歌

齊整律，近體詩格律是應用齊整律最明顯的結果。而華語散文中仍可能看見齊整律和長

短律交錯使用，展現韻律節奏趣味。第三是懸差律，是從音義關係的角度來表現韻律效

果。比較三音節是「1+2」組成，如「紙老虎」，四音節是「2+2」，這是音節不同的詩句

或語句形成不同的節奏韻律風格。11 

（三）漢語詩律與重音指派 

無論是詩歌語言和口說語言都有其節奏特性，節奏是語言的普遍規律，不限那種類

型語言。12端木三主張漢語韻律節奏要透過範疇表現。13音步就是一類範疇，如輕拍、重

拍及停頓空拍。透過輕重拍、空拍的節奏分析，即使音節不同的詩行，其節奏韻律呈現

卻可能是相同的。也就是音節數量不一，但是每詩行重拍數一致，亦能形成一樣的節奏

效果；或者詩行音節數量不一，重音數量也不一，可以運用快讀及空拍表現出相似韻律

節奏。14音步源於詩律，一個音步至少包括二個音節，重拍與輕拍分布而分揚抑格和抑

揚格。停頓空拍，語言學稱為「韻律外音節」 (extrametrical syllable)，是普遍存在的。

15無論是那種類型音步，對於節奏，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避免重音衝突 (No Stress Clash)，

                                                 
11 漢語的特點，漢語詩律可以從最小的單位，一級一級地重複，一直排列到最大的單位。兩個音節組成

一個音步；兩個音步組成一個詩行；兩個詩行組成一個詩聯；兩組時聯組成一首絕句，兩個絕句組成一

首律詩。 
12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漢語詩歌的押韻限制

韻腹與韻尾重複，可以不包括聲母、介音。其實還可以有「多音節押韻」現象，其押韻單位也許是音步，

其中重讀輕讀的音節韻母重複，如英語「nation、information、pronunciation、sensation」等詞，最後兩

個音節重複。趙元任（1927:22-24） 稱之為「多字韻」，舉例如下  

  （a）您早阿！府上都好阿?  

  （b）生在常州，住在杭州。  

  （c）與其情願而死，不如力戰而死。 
13 端木三：〈重音、信息、和語言的分類〉，《語言科學》（第 6 卷 第 5 期（2007 年)，頁 3-16。 

  端木三：〈重音理論與漢語重音現象〉，《當代語言學》第 16 卷，第 4 期（2014 年)，頁 288-302。 

  端木三：《漢語韻律語法叢書：音步和重音》（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6 年）。 
14 端木三認為右分叉（1+2）複合詞，由一個單音節詞和一個雙音節詞組成，如高血壓，重音落點跟三音

節詞相同，如馬拉松、加拿大等。端木三原來提出的術語是「輔助詞」（或輔助成分），就是句法中的詞

組（XP），其功能是修飾或限定，以就是非中心語成分（Nonhead Stress）是重音落點，他稱為「輔重規

則」或「重讀 XP」。若是用 S(strong)表示重讀音節(重拍)，W(weak)表示輕讀音節(輕拍)，四重四輕，

其節奏是 SWSWSWSW，也就是 SW 節奏重複四次。音節和節拍的對應的關係多種，音節可以比節拍

多，那音節就快讀，音節若比節拍少，就慢讀。若是節拍沒有對應音節，則為「停頓」或 「休止」，稱

為「空拍」(empty beat)。漢語的節奏模板、對應原則大致跟英語一樣。但重音分布有些不同。漢語多音

節單詞很少，多音節多半是複合詞，雙音節詞在非句末一般是前重，在句末一般則是後重。因此漢語的

重音規則跟英語些許不同。漢語雙/多音節詞之重音在首音節，第二，句末/停頓前的詞重音可在末音節；

第三是語重音規則是非中心語有重音，中心語無重音。 
15 Hayes, Bruce. 1982. “Extrametricality and English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13.2: 227- 276.  

Hayes, Bruce. 1985. “Iambic and Trochaic Rhythm in Stress Rules.”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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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避免重音相鄰；二是要輕重交替分佈，空拍和多餘音節的出現有所限制，空拍應

該對應語句停頓處，而多餘音節對應輕拍位置，也不要接連出現。儘管理論分析架構不

一，但都不能否定詩歌透過音步重複體現節奏性。16  

（四）音步與韻律詞組的劃分 

承上述所言，不獨是口說語或是詩歌、散文都有韻律節奏的體現，輕重音加上停頓

的分佈形成不同的韻律節奏類型。透過韻律結構表達許多言外之意，表現各式情感；韻

律結構會影響語義判讀及句法結構。若從韻律結構的劃分觀察歷代詩歌文體的嬗遞，如

《詩經》以四言為主，而十五國風中純四言句佔總數的 86%以上。17漢語四言句式或四

字格式的非常常見，從音步韻律詞來說，就是四個音節二節拍的節奏基礎；五言詩的節

奏多了詩句末尾有半拍休音，顯出韻律節奏類型不同，進而形成不同體裁的作品。18而

有關音步韻律詞之劃分，先是學者 Chen, M.從古典詩歌提出音步劃分原則，見（4）。19 

（4）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11. Ed. Mary Niepokuj, Mary Van Clay, Vassiliki Nikiforidou, 

and Deborah Feder.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p429-446.  

Hayes, Bruce. 1989. “The Prosodic Hierarchy in Meter.” In Rhythm and Meter: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1 

(eds.) by Paul Kiparsky and Gilbert Youman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pp201- 260.  

Hayes, Bruce. 1995.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王力：〈中國語法理論〉，《王力文集》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頁 433-458。 

 王力：〈漢語語法史〉，《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頁 460-488。 

 王力：〈漢語語法綱要〉，《王力文集》第三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王力文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382-403。 

 王力：《漢語詩律學》再版（香港：中華書局，2003 年）。 

漢語古典詩律看重平仄聲調對仗與押韻，在節奏單位或音步類型著墨不多。王力提出對音步的重視是受  

歐化詩律影響。端木三則主張無論是漢語或英語，詩歌的節奏性都可以音步觀點來分析。 
17 姚榮松：〈韻律音韻學與文學的詮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誌》第 9 期（2004 年），頁 17-40。 

  唐作藩：〈先秦兩漢的民歌格律〉《古今民間詩律》，段寶林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0。 
18 蕭宇超：〈特殊變調與變調的韻律結構：變調兩極論〉，《國科會語言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 

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 年），頁 31.1-14。 

  蕭宇超：〈從語料庫觀點探討古詩節律〉，《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7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1-25。 

  蕭宇超：〈漢語的音步節奏〉，曹逢甫、西槙光正編《臺灣學者漢語研究文集----音韻篇》（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7 年），頁 370-400。 

蕭宇超所建構的古詩語料庫中，發現五言、七言詩句佔九成。又從其中分析名詞類以雙音節為多，動

詞則以單音節為多，這種趨勢至現代漢語仍沒有太大的改變，在一般重音的指派上，雙音節詞以左重

為主，動詞的語法重音則是結構而定。古詩詩句之重音節律結構，分別為陽/陰性韻行，偶數音節詩行，

末尾是輕拍者為陰性韻行（feminine line）。奇數音節詩句，末尾是靜拍者為陽性韻行（masculine line），

有三、五、七拍等不同的陽性韻行。但是，偶數音節詩句中若有虛詞者，與其他詞彙共享節拍，因此

詩句末尾是靜拍，也還是陽性韻行；奇數音節間有虛詞詩句者，為了維持陽性韻行，虛詞也可能對應

節拍。因此，在語料庫中古詩以陽性韻行為主，這個發現不同於以往研究觀點，除說明古詩與近體詩

格律差異，更具體解明不同韻律節奏類型。 
19 Chen, Matthew Y. 1979. “Metric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oetry.” Linguistic Inquiry,10.3: 371- 420. 

  Chen, Matthew Y. 1980. “The Primacy of Rhythm in Verse: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8: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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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接音步（IC）：句法上的詞彙能直接形成雙音節音步 

(b) 二拍音步（DM）：由左至右，兩兩音節組成音步 

(c) 三拍音步（TM）：剩下的單音節依照句法分叉加入鄰近音步 

以杜甫《野老》詩句「漁人網集寒潭下」為例。20按照句法關係分叉前三字「漁人網」

是主語，後四字「集寒潭下」是謂語。第一步是漁人和寒潭是直接形成 IC 音步，第二

步是左至右相鄰「網、集」二字形成 DM 音步，第三步是剩下「下」字，就與前音步

形成 TM 三音節音步，最後形成三個音步的韻律結構，此韻律結構則是前四音節佔二

節拍，有一停頓，與該句之句法結構交錯。見（5）。 

  （5） 

 

而 Shih, C. L 是以 Chen, M.分析為基礎，沿用 IC 直接音步與 DM 二拍音步，而把 TM 

改成 superfoot（f’），以便適用於詩歌及口語的韻律結構。見（6） 

  （6） 

 

在上例中，句法結構分為「小碗裡」和「擺水果」；「小碗」和「水果」先形成二個直接

音步，「裡、擺」二字分屬不同單位，Shih, C. L 主張分別併入相鄰音步，形成二個超音

步 f’，此二個韻律詞分別是二個變調範疇。Hsiao, Yuchau E.（蕭宇超）音板計數理論（beat-

counting theory）接續 Shih, C. L 的音步形成規則（Foot Formation Rule, FFR）後，u3 

音板計數理論計算韻律節奏，進而畫分音步。實詞每個音節視為是詞彙音板（lexical beat），

類似節奏重拍；若是虛詞，則是功能音板（functor beat），類似弱拍。其音步劃分規則說

明，見（7-8）。21 

                                                 
20 杜甫〈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寒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

閣，片雲何意傍琴台。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21 Shih, C. L.（石基琳）1986.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SD. 

Hsiao, Yuchau E.(蕭宇超 ) 1991. “A Beat-Counting Theory of Foot Phrasing.” The 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pp. 265-284. 提出音板指派規律(A Beat-Counting Theory of Foot Phrasing.)，如下。 

  (a) 實詞音板(lexical beat assignment, LB)：每個實詞指派一個音板 

      

      

小 碗 裡 擺 水 果 

|      |  IC   |      | IC 

|  | f’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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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直接音步（immediate constituent foot, ICF）：句法上能立即形成的 IC 音板即成為

一音步 

(b)相鄰音步（adjacent beat foot, ABF）：相鄰的音節又未屬於任何 IC 音步者可以組

成相鄰音步 

(c)巨音步（JumboF, JF）: 未畫分的音節可以依照句法結構併入相鄰的音步，進而組

成三音節以上的巨音步，或言超音步。 

(d)迷你音步（MiniF, MF）: 語調詞組（intonational phrase）緊接之最左緣的單音節

可形成一迷你音步 

（8） 

 

在（8）中，句法結構分為主語「老李」和謂語「把烤餅買走」；而該謂語又可再分成二

個句法單位，分別是介詞詞組「把烤餅」及動補結構詞。其中「把」字是功能虛詞，則

是虛詞音板（以 x 表示）。該之韻律結構劃分是「老李」和「烤餅」都是實詞音板（以 X

表示），先形成二個直接音步，動詞「買」及補語「走」也都是實詞音板，並未屬於任一

音步，因而形成相鄰音步。最後是功能虛詞音板「把」字，按照句法結構，要和「烤餅」

音步和成三音節巨音步。因此，該句之句法結構是二個句法單位，但是韻律結構卻由三

個音步組成，也形成三個變調範疇，因此「老、把、烤、買」等詞會變調。上句若是二

個句法單位，以此成為變調範疇，那僅有「李、走」在變調範疇右緣，僅有此二詞不會

變調。但卻無法解釋「餅」詞為何也不變。而從韻律結構來看，「餅」詞是直接音步 ICF

的右緣，也是巨音步 JF 的右緣，說明該詞聲調無須變調。 

再如聖經白話和合本《傳道書》第 12 章 5 節「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杏樹開花，

                                                 
  (b) 虛詞音版(functor beat-assignment, FB)：在一般口語速度中，每個虛詞如同實詞，亦可指派一個音板；

快在速語流中，向左附加在最近的音板。 

  (c) 虛詞音板的指派在所有實詞指派音板之後才運作。 

  口語型變調範疇是音韻詞組(Phonological phrase, PhP)，邊界在於最大投射 XP（Xmax）的右緣，而且該

XP 必須為主要語或是補語，而不得為附加語或附著語。如「[阿公][偷看子婿][藏私錢]」，句法結構分為

三個詞組，分別是「阿公」名詞詞組作為該句主語，「偷看子婿」為動詞詞組，而小句名詞詞組「藏私

錢」則為該句第二賓語。這三個最大投射詞組均可以成為韻律詞組，因此「公、婿、錢」三字詞在變調

範疇右緣，無需變調，而其他字詞則必須變調。 

       

       

       

       

老 李 把 烤 餅 買 走 

X X x X X X X 

|    | ICF  |    | ICF   

     |      | ABF 

  |      |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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蚱蜢成為重擔」，此二前後詩行的音節數不同。其中四言詩句「人怕高處、杏樹開花」，

此二句句法結構不同，但都是二個雙音節音步的韻律結構。而 S1 五言句「路上有驚惶」，

是上二下三句法停頓，韻律結構也是畫分為相鄰音步「路上」與巨音步「有驚惶」，見[圖

一]。而 S2 六言句「蚱蜢成為重擔」，是上二下四句法停頓。韻律結構劃分方面，見[圖

二]。六個音節可以形成三個雙音節音步，後四音節可以再形成一複合音步或是高層級四

音節音韻詞組，該範疇內的音節時間變短，形成另一種韻律效果。 

 
[圖一]和合本 12:5 

 
[圖二]和合本 12:5 

另一在第 10 章 20 節「空中的鳥必傳揚這聲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說這事。」，前後

句的音節數相同，句法結構也相近，前句的韻律結構見[圖三]。「空中的鳥」偏正結構詞

組作主語，二個相鄰音步形成複合音步；[圖四]是後句，「有翅膀的」詞組作主語，「述

說」是直接音步，剩下形成二個相鄰音步，後二個音步再形成複合音步。因此，前後句

音節數相同，句法結構不全同，但韻律結構劃分方面，都在第四音節右邊界相對應，並

且與句法結構邊界對應。 

 
[圖三]和合本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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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和合本 10:20 

  語言的口語行變調運作在韻律詞或韻律語之範疇內，而吟唱型變調則以格律音步

（metrical foot）為範疇。在現代閩南語中，文白混用現象十分普遍，就是吟唱型詞句經

常用於口語之中，以致兩種變調型態互相影響，而產生交錯與互動。格律音步由左至右

每到三音節組成一個音步，一個音步即為變調範疇，因此七言聯句「黃河尚有澄清日，

豈可人無得運時」，前後二句可分為三個音步，而在變調音步範疇的右緣「河、有、日、

可、無、時」等字詞都不會變調，其他字詞都要變調。這是一種格律音步模型，舉凡吟

唱型的諺語唸謠均可以套上這模型。而三言或五言句的則是套上局部模型，例如五言句

是套上 F2 與 F3 的模型，三言句則保留 F3 的音步範疇即可。見（9）。 

（9） 

 

 

在（9）中，音韻詞與格律音步有交錯互動，因而產生不同的變調現象，也形成不同節奏

風格的體裁。蕭宇超提出這二類範疇會有平行現象，也就是吟唱型出現口語變調，而口

語型以格律音步為變調範疇。例如「寥錢生理無儂做」，是吟唱型讀法，三個格律音步為

變調範疇，即是「[寥錢]F1[生理]F2[無儂做]F3 ，因此「錢、理、做」為範疇右緣，無須變

調。該句之句法結構是「{寥錢生理}XP1{無儂做}XP2」，名詞詞組 XP1 是該句主語，而動

詞詞組 XP2 是該句謂語，因此，該二個詞組是主要語與補語，對應二個韻律詞組「（寥

錢生理）PhP1（無儂做）PhP2」，僅有「理、做」二字詞在韻律詞組右緣，無須變調；但在

「錢」字並非口語型韻律詞組變調範疇之右緣，因此必須變調。這是不同類型韻律結構

形成的不同風格之節奏。再看（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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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中，「儂驚出名豬驚肥」句中，加強語氣強調「儂、豬」二詞，因此「儂、豬」

各自分別形成一迷你音步（MF)，也就是各自形成功能等同於韻律詞組的變調範疇，其

餘「驚出名」、「驚肥」各自形成韻律詞組 PhP2、PhP3，僅有「驚出、驚」等詞，不在變

調範疇之右緣，必須讀變調。這形成另一種節奏，在此類型節奏風格中，格律音步幾乎

沒有影響力，而是被韻律詞組所取代成為變調範疇。 

有時候格律音步與韻律詞組可能會有重疊作用，如「相思始覺海非深」，分成三個吟

唱型格律音步，因此「思、覺、深」三字詞在變調範疇右緣，無須變調，而「相、始、

海、非」等皆要讀成變調。而從句法結構來看，「海非深」係一小句，也是名詞詞組，作

為動詞詞組「始覺」之賓語，也是主要語之一，可以形成一韻律詞組。而該小句中之主

語「海」，是單音節詞，可以是一迷你音步形成一韻律詞組作為一個變調範疇，也就是格

律音步 F3 以及 PhP3 重疊，以致「海」字可以不讀成變調。這形成另一種節奏，這是吟

唱型格律音步，結合口語型韻律詞組形成另一種節奏。見（11）。 

（11） 

 

在（11），又可發現，不同類型的韻律單位如格律音步或韻律詞組，二者之間尚有可能生

互動交錯，使得語言變異更多樣。上述提及，韻律結構會影響語意判讀，會影響句法結

構。從 Chen M.為古典詩行提出格律音步，經過 Shih, C.L 為口語韻律範疇提出的音步劃

分規則，再到蕭宇超的音板計數理論，在劃分音步或韻律詞組時，間或要考量詞彙句法

結構，詞彙之不可分割性有其優先性，若是邊界標示移動，則可能改變語義，或是不合

語法的病句。然若就文學語言運用，有意識地改動而創作出變異結構，一旦累積足夠數

量時，可能形成另一類型結構。 

(五) 新詩與散文詩之韻律節奏結構 

華語的新詩創作已超過百餘年，新詩格律之研究也持續受到關注。華語新詩節奏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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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包括輕重律、長短律以及停頓律。新詩詩句建構時，縱使沒有講究平仄押韻等等，但，

透過停頓的呼應，奇、偶音節數之詞語交錯、斷裂、分割等表現韻律，而就是透過韻律

單位如音步、韻律詞等，結合意象或譬喻的語言運用。22李章斌針對聞一多提出來的「音

尺」觀點有詳盡的討論，他認為音尺並非是音步的韻律結構，而是句法結構。23他主張

探索或創作時，應重新回到重複的本質，韻律節奏是指韻律元素在時間上的分佈特徵。 

不管是詩歌還是散文的語言，都是有韻律節奏的，也就是語言單位在時間上有組織

分佈與安排。再者，韻文與散文可以從虛詞出現的種類、數量做為參考標準。接近口說

語的敘事散文，會出現多種虛詞。若採取直接指涉論觀點，認為僅有句法結構層面，虛

詞自然也在句法結構中。在格律音步概念中，實詞虛詞都是一個音節，時長大致相當，

表現得韻律節奏就少了變化與彈性。從間接指涉理論觀點，將韻律結構納入考量。在韻

律結構裡，虛詞僅是弱拍或是輕拍，時長比實詞短。在音步劃分時，或靠左或靠右併入

相鄰音步，而顯出快慢長短交替的變化。自由詩和散文都有韻律節奏。重複（repetition）

或者複現（recurrence）是的共同基礎，如雙聲疊韻、元音和諧（assonance）、押尾韻、

押頭韻（alliteration）及擬聲詞（onomatopoeia ）等是常用的方式。這些方式可以重複加

多加重使用，增加重複的密度。新詩或散文都可以採用不同種類的韻律單位，有規律地

重複出現形成韻律節奏感。這些韻律單位除了音韻特徵，也包括疊詞、詞組、句式等之

間的重複與轉換，來形成韻律節奏感，如北島的〈一切〉，見（12）。 

（12）  

(a)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b)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c)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d)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e) 一切愛情都在心裡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f) 一切希望都帶着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着呻吟 

(g)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22 鄭慧如：〈韻律在新詩中的示意作用〉，《亞洲管理人文科學期刊》第 1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263-278。 
23 李章斌：〈有名無實的「音步」與並非格律的韻律——新詩韻律理論的重審與再出發〉，《清華學報》第

42 卷第 2 期（2012 年），頁 301-343)。格律音步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如果按照意義和句法，

「在河之洲」應該分節為「在／河之洲」，而不是「在河／之洲」。聞一多在〈律詩底研究〉中曾經歸納

中國詩不論古、近體，五言則前兩字一逗，末三字一逗；七言則前四字每兩字一逗，末三字一逗。五言

的節拍在第一、三、五字；七言在第一、三、五、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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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每一詩行都以「一切…」起頭，然後每二詩行為一聯，同一聯出句與對句的

字數相同，句法結構類似。每一聯對句都是以平聲調鼻音韻尾字收尾，如「雲、尋、痕、

逢、中、吟、聲」；首聯(a)與末聯(g)是押韻的。(a)聯的「運、雲」二字韻母結構相同，

(b)聯的「結局」是聲母與聲調相同，(d)聯的「重複、初逢」二詞對應的聲母相同，(g)聯

的「寧靜」一詞之韻母結構相同。在詞彙方面的語義相反對應，如「微笑」與「淚痕」、

「歡樂」與「苦難」；「片刻」與「冗長」。每一詩句都重複出現「都」字。若按照音步劃

分原則（7a-c），以四音節組成雙音步之韻律詞為多，每一聯的韻律結構相同。在篇章方

面，除了首末二聯不動之外，中間各聯實則可以更換次序，各聯語義之間並無邏輯相關，

更換次序也不至於失去詩義。反倒是透過詩歌的韻律節奏步伐，使全首詩篇仍照著齊整

律、長短律等觸發讀者情感。 

三、研究方法及成果說明 

(一)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韻律節奏類型體現，主要以華語散文為先行

研究範圍。以語言學理論為基礎，著重實際語言現象的收集、紀錄、分類與審辨。關注

文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使用。由於交際的場合、口語或書面語、目的、內容等的不同，

語言的運用也不同，因此存在變異（variations）。24本研究建立語庫，分別標注作品語料。

                                                 
24 竺家寧：〈聽唐詩的交響—由聲韻分析詩歌的音樂性〉《聲韻論叢》第十六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9 年），頁 25-46。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13-

120。徐志摩詩《偶然》音韻賞析 

(a)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b) 偶而投影在你的波心—— 

(c)       你不必訝異， 

(d)       更無須歡喜—— 

(e)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f)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g)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h)       你記得也好， 

(i)       最好你忘掉， 

(j)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全詩分為兩節，上下節格律對稱。每一節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都是用三個音步組成。如：「偶爾

投影在你的波心」「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每節的第三、第四句則都是兩音步構成，如：「你不必訝異，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音步的安排處理上顯然嚴謹中不乏灑脫，較長的音步與較短的音步相間，

讀起來紆徐從容、委婉頓挫而朗朗上口。上節一二句起首詞皆是零聲母，相同聲調；而末字押韻。三四

句也押韻，「不必、訝異」皆是雙聲詞，又連續三個元音相同、聲調相同的分布；「無需、歡喜」，「需、

喜」是聲母相同，韻母則是展唇與圓唇的變化。「轉瞬」是聲母發音部位相同，合口呼韻母結構；「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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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注訊息分別是音韻、詞法句法及韻律結構三方面，並考量統轄層級之差異。例如從音

韻面來看，包括詞彙的雙聲、疊韻、聲調類別的標注；句法結構的標注包括詞組劃分成

名詞、動詞、介詞等詞組；韻律結構方面，則標注不同層級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

詞或韻律語，並顧及類型差異及統轄關係。25 

本研究材料範圍先行設定在華語散文。挑選文本時，評估數量、創作代表性及風格

變異性。分別選定徐志摩、余光中、朱自清及楊牧。徐志摩與余光中是這百餘年來新詩、

散文創作作品皆受推崇的華文作家代表，深入分析徐志摩及余光中的散文，觀察到韻律

節奏類型的歷時變化軌跡。本研究並非聚焦在作品文類差異，著重深入散文中的韻律節

奏類型體現。 

(二)成果舉例說明 

 在此僅先以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散文段落為例，列出韻律節奏類型。徐志摩

是這百餘年來新詩、散文創作深受推崇的代表作加之一，該作品選入中小學語文教育重

要教材，因此深具知名度。又者，該散文作品中含有豐富韻律結構的創作巧思。〈我所知

道的康橋〉全文可以分成五篇，第一篇是序言，內容是徐志摩自言從倫敦到康橋的讀書

的緣由，在一學年後，徐志摩開始接近康橋，「發現」了康橋的美好，心中獲得從未想過

的喜悅。第一篇計有七百餘字，約略分為 64 句。而反覆出現的韻律單位種類並不多，

如疊詞「整整、慢慢」，數量也僅有此二例；又如疊語「黑方巾黑披袍」、「給除名、給取

消」、「一個圖書館、幾個客室、三兩個舖子」等，數量不多，分布零散，因此，韻律節

奏的效果很不明顯。 

 第二篇的主題是「單獨」，僅有四百字，約略分為 40 句左右。篇幅比第一篇少很多，

卻出現多種類型的韻律單位，數量也多，分布也頗緊密。除了主題關鍵詞，也是一個雙

聲詞，「單獨」出現五次外，出現頻繁的是單音節的人稱代詞，「我、你」，分別出現 10

及 15 次。疊語如「那些清晨、那些黃昏」；疊句如「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

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前二組音節數及句式相同，韻律結構也相同；「能認

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則是句式相同，音節數相近但韻律結構相同。又者，二組

句式與韻律結構不同的組句，見（13）。(13a)三個句子前半部，其句式結構相同，音節

數不同但韻律結構相同，句式邊界與韻律結構邊界相符合，都在「發現」的右界；而三

                                                 
則是雙聲齊齒呼韻母結構；「心、異、喜、影」四句之末字皆是齊齒呼韻母結構。下節一二句第一字相

同，末字押韻，相同聲調。句法停頓斷句處相同，前四後六。功能詞「的」出現位置相同。三四句末字

聲調相同，都是齊齒呼韻母結構。句法停頓斷句處相同，都是前五後五。「在這交」都是塞擦音，「會時

互放」都是擦音。下節四句末字都是去聲調。 
25 語料庫的訊息標注，音韻方面包括雙聲、疊韻、韻母內部結構及聲調；句法結構的標注包括每句字數、

每段落句數，對仗句與否；詞組劃分標注功能是主要語、補語或是附加語。標註訊息完成後，再進行統

計。以便觀察整理韻律節奏的類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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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後半部，句式結構相同，最大的句法單位分界在主語「你」的右界，然韻律結構是

由六個音步分別組成三個韻律語而成，其中一個韻律語之右界不與句法主語相對應，反

倒與動詞賓語「你」對應。(13b)的組句，音節數遞增，小句成分增加，韻律單位也遞增，

形成特殊的韻律節奏效果。 

（13）  

(a)你要發現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 

  你要發現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 

  你要發現一個地方，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 

(b)你怕， 

  你怕描壞了它， 

  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 

  你怕太謹慎了辜負了它。 

 第三篇主要內容介紹康橋的景致與重要建築，篇幅大幅增加，約有 1411 字，但僅

約略 115 句，其中包括數個超過 23 音節以上的長句，如單句式長句「它那蒼白的石壁

上春夏間滿綴著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顫」，也有複句式長句，「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

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全篇中也運用了多種類型的

韻律單位。在音韻方面，第一段落末後數句，分別是「聲、種、靜、靈」等，其韻母結

構類似，形成聲響效果；「性靈、寧靜、連綿、墨潑、彷彿、斑駁、玲瓏、沾滯、汨滅、

概括、單獨、閒暇、超出、草叢」則是雙聲或疊韻詞彙。在詞彙方面，出現最多次的人

稱代詞是「你」字，計有 18 次，比第二篇多出許多。「不」字也出現了 18 次，使用多

樣，如「不清楚、不期然、不容易、不可涼、不可信、不可掩、不誇張、不遲疑」等作

為否定詞用法，另外則是否定疑問用法，如「不是?」等。在疊詞方面，如「纍纍、怯憐

憐、雙雙、看看、試試、寸寸、密稠稠、數一數」等，數量及類型頗是多元。在疊語方

面，「更美更莊嚴、最恆貴最驕縱、最漸緩最豔麗」、「七分鵝黃三分橘綠、凝神的看看凝

神的看看、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閒暇」等，還有音節數些微差異，如「巴黎萊茵

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而在組句

數量與類型更是不少，見（14）。 

（14）  

(a)上瞰五老的奇峰， 

  下臨深潭與飛瀑。 

(b)看一回寧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c)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d)冬天是荒謬的壞…； 

  春天是更荒謬的可愛。 

(e)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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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邦（Chopin）的夜曲。 

(f)聽水聲， 

  聽近村晚鐘聲， 

  聽河畔倦牛吃草聲， 

(g)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 

(i)它只是怯憐憐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 

  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著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 

  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欄與欄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 

  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 

(14a)是音節數相同、句式結構與韻律結構都相同，對仗工整的韻律單位，功能虛詞

「的、與」出現在相同的位置。(14d)與(14e)都是音節數些微差異，但句式、韻律結構相

同，(14e)首、末字的聲調相同，故能形成韻律節奏效果。(14b)「看一回、數一數」的句

式結構略有差異，但虛詞「的」出現在相同的位置，音節數相同，韻律結構也相同，算

是對仗頗工整的韻律單位組合，在音韻方面「寧靜、螺細」聲調組合是相同的。(14c)中

「青苔」是頂真修辭，首末二字「我、坎」之聲調相同，形成特殊的聲響效果。前後部

分的音節數及句式結構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層次的韻律單位些許不同，在第一層次形成

直接音步 ICH 者，分別是「石欄、青苔、心坎」等，但第二層次相鄰音步 ABF 者，是

後半部「倚暖、我的、涼透」等，虛詞「的、了」都往依附左方音步而形成巨音步，如

「倚暖了、石欄的、涼透了」等。這些音步再組成上一層次韻律語，而前後部的第一個

韻律語右界都與「了」字對應，形成韻律節奏效果。 

(14f)三句的首、末字是相同的，其中的語言成分不同。第二句是四音節詞組，由二

個偏正結構詞彙組成；第三句是六音節的句子，韻律語右界「倦牛」恰好與句式之主語

右界吻合。(14g)前後部的音節數不同，句式結構差異頗大，前半部的句型，述語是「掉

入」緊接在主語之後；而後半部的述語是「啄食」，介詞詞組「到你桌上來」出現在主要

動詞前。然分析前後部之韻律結構，在第一層次形成直接音步 ICF 者，分別是「花果、

茶杯、小雀子、啄食」等，但第二層次相鄰音步 ABF 者，是「你的、掉入、會到」等，

巨感音步則是「會掉入、你桌上、來啄食」等。這些音步再組成上一層次韻律語，而前

後部的第一個韻律語右界都在第五音節處，也就是在「你」字左界，形成韻律節奏特殊

效果。 

第四篇的篇幅最長，計有 2258 字，約略 227 句，是第三篇的二倍之多，主旨在深

入描述康橋的美好景色及作者的感受。這其中出現數個長句，如簡單長句「也不知有多

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著

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

光」，複雜長句如「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其

中更不乏多元類型的韻律單位，在音韻方面，雙聲或疊韻不少，如「蔥翠、草叢、閒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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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消息、黃昏、槐花、黃花、緩和、參差、彷彿、瀰漫、清淺、初春、土阜、娉婷、

睥睨、透露、靜定、變遷、服輸、讀書、輕盈、暗慘」等。在疊詞方面，如「星星的、

勻勻的、溜溜、往往、悠悠地、輕輕地、微微地、一段段、雙雙的、僅僅、過過、漠楞

楞、霧茫茫、尖尖的、默沉沉、漸漸地、灰蒼蒼」等，數量及類型頗是多元。疊語方面

見（15），組句方面見（16）。 

（15）  

(a)在清朝、在傍晚 

(b)有普通的雙漿划船， 

有輕快的薄皮舟， 

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 

(c)二丈長，三尺寬 

(d)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 

(e)念你的書或是作你的夢 

(f)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 

(g)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 

(h)苦痛，煩悶，拘束，枯燥 

(i)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j)為聽鳥語，為盼朝陽 

為尋泥土裏漸次甦醒的花草 

為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 

(k)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l)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 

(m)漸漸地上騰，漸漸地不見 

(n)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 

(15h)是連續四個雙音節詞，是同義複合詞，巧妙的是第二音節都是去聲調。(15a)與

(15c)三音節詞組，然前者是[1+2]組合，後者是[2+1]組合的詞組。(15d)是連續三個三音

節詞組，首音節都是「那」，第三音節則巧妙安排了陽平聲調詞，「閒暇」是雙聲詞，「輕

盈」是疊韻詞。(15n)前二者是雙音節詞組，後二者是三音節詞組，「通道」、「莊舍」的

聲調組合是一樣的。(15l)是連續 8 個三音節詞組，非常特別的創作手法，前三者是摹寫

形狀，第四、五是摹寫觸覺，最後三者是摹寫顏色。(15e)是離合詞式之詞組，(15m)是五

音節詞組，巧妙在於「上騰」、「不見」誦讀時聲調恰好相反，「騰」是上升調，「見」則

是下降調。(15g)中連續五音節結構相同的詞組「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

前二者詞組的末字「轉、長」恰好聲母相同，形成韻律效果。(15i)四個連續詞組，首末

是五音節，居中二者為三音節，形成特殊韻律效果。在句法結構方面的特殊性在於這四

個詞組不是一般常見偏正次序，而是把四者名詞「星月、草、花、流水」居前，虛詞「的」

字是連接作用。音韻方面的巧妙是第一、第四五音節詞組的末字聲調相同，都是陽平聲；

第二、三芝三音節詞組的末字聲調也相同，都是陰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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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三個音節數不同的偏正式詞組，在「有…的」之間的「普通、輕快、最別緻」，

雖然音節數不同，但皆可劃入同一音步；後半部的音節數不同，句法結構也不同，「雙槳

划船」是小句式作修飾成分，可以每二個音節形成一音步；「薄皮舟」是[2+1]偏正詞組，

前二音節聲調相同，形成一巨音步；「長型撐篙船」中，前四個音節是兩個修飾成分，但

可形成前二後三的二個音步，再建構成一個韻律語。(15f)中「消息」的修飾成分是音節

數不同、句法構式也不同，第一「星斗」是雙音節複合詞，第二是「地下泥土裡」詞組，

可以分成前二後三二個音步；第三「空中風吹」是小句作修飾成分，也可以分成二個音

步。(15j)第一組句中「為聽鳥語，為盼朝陽」，前後是音節相同，「鳥語、朝陽」的聲調

組合相同句式是動賓結構名詞詞組「聽鳥語、盼朝陽」作為介詞「為」的賓語，因此句

法分割是[1+3]。然此二詞組之韻律結構是「為聽、為盼」ABF 音步，加上 ICF 音步「鳥

語、朝陽」，韻律結構是[2+2]分割，與句式結構有所交錯。後半部三、四句音節數相同，

「為尋泥土裡漸次甦醒的花草，為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二個「為」字介詞詞組之

句式結構也是相近的，但後句之第六、九音節有韻律單位之右界，然前句則是第五、第

七、第十音節有韻律單位右界，前後二者之韻律結構是不同的。 

（16） 

(a)有時仰臥著看天空的行雲 

  有時反仆著摟抱大地的溫軟 

(b)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群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 

(c)天冷了裝爐子 

  天熱了拆爐子 

(d)脫了棉袍，換上夾袍 

  脫下夾袍，穿上單袍 

(e)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咒詛人生? 

(f)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 

  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 

(g)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 

  能快活嗎?能生存嗎?  

(h)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 

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 

(i)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 

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 

(j)不必一定與鹿豕遊 

  不必一定回「洞府」去 

(k)在青草裏打幾個滾 

  到海水裏洗幾次浴 

  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 

(l)有的是閑暇有的是自由 

  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 

(m)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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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 

   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n)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 

  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 

(o)「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 

  「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16)中前後句的音節數不同，句式結構是相同的。韻律結構中，ICF 音步如「仰臥、

反仆、天空、行雲、摟抱、大地、溫暖」等，前後句的第五音節「著」有韻律單位有右

界。(16b)中前後句的音節數不同，句式結構基本上是相同的，表示處所「在」字介詞詞

組出現在主要動詞前。韻律結構中，介字詞組左界與韻律單位之邊界相呼應。(16c)前後

句音節數、句式對仗工整及韻律結構都相同，重要關鍵詞「裝、拆」聲調相同。(16d)中

四個小句，末字都有「袍」字收尾。音節數、句是、韻律結構都相同。(16f)是音節數、

句式結構及韻律結構都相同的典型對仗工整句型，出現在第五及第九音節位置的「掉、

綠；秋、春」，其聲調是相同的。(16g)中四句，後二句音節數、句式結構、韻律結構都

相同。「活、存」字聲調相同。前二句音節數不同，但句式結構卻是相同的。差別在於「泥

土的花草」比「水的魚」音節多，然時間不見得不同，因為韻律結構一樣。(16h)中前後

句之句式結構是相同的。後句比前句多了四個音節，「應分、繼續」等，以致韻律結構略

有差異。 

(16i)中前後句之句式結構是相同的。惟前句比後句多了二個音節，以致韻律結構略

有差異。而句式單位邊界「有幸福、有健康」與韻律單位之邊界是吻合的。(16j)中「不

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其前後句音節數相同，後半部句式結構相近，

「與鹿豕」是[3+1]界詞詞組；賓語「洞府」移前，插入「回去」之間也成[3+1]。但韻律

結構方面，「鹿豕、洞府」先形成 ICF，以致第三音節又藉未能與韻律單位右界相呼應。

(16k)中前二句音節、句式、韻律結構相同的，特別處在乎「打幾個滾、洗幾個浴」使用

離合詞句式。第三句的音節數比較多，但句式結構相同。(16l)中前二句音節、句式、韻

律結構相同的，「暇、由」的聲調相同。第三句的音節數恰好前句的二倍，以致一、二句

合併，與第三句對應，音節數就是相同的。「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是數量詞組作

為賓語，而非動賓複合詞中的賓語成分。 

 (16m)三句的音節數並不相同。第二、三句音節數比較接近，但第三句式否定疑問

句句式作為激問，第二句卻是簡單直述句，「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是句子

作為名詞性詞組。第一、二句的句式結構雖略有差異，卻都由「這是、那是」起首。第

一句的名詞性詞組是由主語、介詞詞組及動詞詞組組成。在韻律結構方面，三句之第一

個韻律單位都是單音節語氣詞「啊」即組成一迷你音步。第二、三句韻律單位與句法結

構分別在第 8 音節與第 9 音節的「花、潤」右邊界對應，第三句韻律單位與句法單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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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比較多，但在第 10 音節「邊」字右邊界有對應。如此一來，這三句所形成的組句仍有

其韻律效果。(16n)二句末雙音節詞之聲調組合相同。前後句的音節數略有差異，但句式

結構相同。「清晨富麗的溫柔、白天誕生的光榮」都是偏正結構名詞性詞組作為賓語。韻

律結構方面，前後句「了」字之右邊界，句法單位與韻律單位相對應，形成韻律節奏效

果。(16o)前後句首、尾二字之聲調相同，其音節數相同，但句式結構大致相同，由主語、

介詞詞組及動詞詞組組成。韻律結構方面，第一個韻律單位都是單音節語氣詞「春」即

組成一迷你音步。後句每五個音節可形成二個音步，再組成韻律語。前句中第一個韻律

語與句法主語在第 6 音節右邊界對應，第二個韻律語右邊界在第 11 音節，則不與句法

單位邊界對應。然前後句第 13 音節「邊、裡」有韻律單位與句法單位之右邊界相對應，

因而形成韻律效果。 

第五篇計有 1072 字，約略 113 句，並沒有長句，而韻律單位類型及數量卻是不少。

在音韻方面，雙聲或疊韻不少，如「消息、鈴蘭、玲瓏、普遍、薑酒、直追、大道、漫

爛、清靜、讀書」。在詞彙聲調也有巧思，如「解渴潤肺」。在疊詞方面，如「坦蕩蕩、

常常、人人、烏清清、栩栩地、亭亭的、草綿綿、冉冉」等，數量及類型頗是多元。疊

語方面見（17），組句方面見（18）。 

（17）  

(a)關心石上的苔痕， 

關心敗草裏的鮮花， 

關心這水流的緩急， 

關心水草的滋長， 

關心天上的雲霞， 

關心新來的鳥語。 

(b)怯憐憐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 

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 

(c)窈窕的蓮馨， 

玲瓏的石水仙， 

愛熱鬧的克羅克斯， 

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 

(d)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 

(e)看天，聽鳥，讀書 

(f)更適情、更適性 

(g)一條大路，一群生物 

(17a)連續六句以「關心」開頭的詞組，第一、三、五句的末字聲調相同，第四、六

句末字的聲調也相同。句法結構都是偏正詞組，二音節之修飾語「石上、天上、新來、

水草」就形成巨音步，而「敗草裡、這水流」之句法結構不同，前者是[2+1]，後者是[1+2]，

但連同「的」字，還是形成一韻律單位，其邊界皆在「的」字右邊。連續「關心」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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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特殊韻律節奏效果。(17b)前後句音節數不同，但是句法結構相同。韻律單位與句法

單位在前句第 7 音節「球」與後句第 5 音節「草」之右邊界對應。(17c)四句之音節數逐

句增加，但都是偏正詞組。前三句修飾語「窈窕、玲瓏、愛熱鬧」聲調是相同的；「馨、

仙、斯」聲調也相同。(17d)三者之句法結構相同，都是帶有數量詞組之動賓詞組。前二

詞組音節數相同，「書、路」韻母相同，有押韻效果。第二、三句之首尾詞之聲調也相同，

形成韻律效果。(`7e)中三個雙音節動賓結構複合詞連續出現。(17f)中二個三音節[1+2]結

構相同的詞組，「情、性」的韻母結構相同。(17g)中二個四音節句法、韻律結構相同的

詞組，「路、物」的韻母結構與聲調都相同。 

（18）  

(a)任你選一個方向 

任你上一條通道 

(b)你如愛鳥，這裡多的是巧囀的鳴禽。 

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 

你如愛人情，這裡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 

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為你儲有上好的新釀。 

(c)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 

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 

有奪目的鮮果汁你嘗新。 

(d)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著一家村莊的籬笆，隔著一大田的

麥浪，看西天的變幻。 

  有一次是正衝著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群羊，放草歸來的，偌

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著萬縷的金輝。 

 

(18a)是音節數、句式結構、韻律結構都相同，形成韻律效果。(18b)是由「你如愛…」

開始連續出現的組句，這四個相近短句，第一、四句末字「鳥、酒」都是上聲調，第二、

三句末後雙音節詞「兒童、人情」都是陽平調。第一、三句用「這裡」，第二、四句用「這

鄉間」。第一、三句用「多的是」，這些是音韻上的巧思。前三句「巧囀的鳴禽、可親的

稚子、不嫌遠客的鄉人」之句法結構與韻律結構相同，「」字右邊有邊界對應。第四句的

音節數、句法結構不同，但在第 5 音節右邊，有韻律單位與句法單位對應，形成特殊的

韻律節奏聲調。(18d)八句段落中，出現二次「有一次」，然卻反覆出現七次「一」字，

是重要特色。前段落四句，第一、二句末字是相同的陽平聲，第三四句則是相同的去聲

調。有四個使用「著」字的詞組，分別是「手把著一家村莊的籬笆、隔著一大田的麥浪、

正衝著一條寬廣的大道、放射著萬縷的金輝」，其音節數不同，但句法結構類似，即便

「著一」之間有單位邊界，然多次出現；「的」字後皆是雙音節詞「籬笆、麥浪、大道、

金輝」，形成韻律節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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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著周遭的沉默 

(b)順著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裡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

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著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

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

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

緩的清音。 

(c)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裡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巖是

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

一帶茂林，擁戴幾處娉婷的尖閣。 

(d)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

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e)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地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遠近

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

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裡漸漸地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

禱，參差地翳入了天聽。 

(f)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 

(g)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

道、這莊舍。 

  頃刻間，這同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 

  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 

(i)「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 

  「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裡回響。 

 (19i)中二句形成一聯，首詞皆是「春!」單音節詞即成一個詞組，高聲強調。接下

來的音節數是相等的，「這、你」皆是代詞對仗；「勝利的／晴空、快活的／靈魂」都是

偏正結構詞組，由「的」字連接。「彷彿」一詞出現二次，相距的時間間隔是相近的，自

有其韻律節奏效果。最後雙音節動詞「私語、回響」，上聲調字出現在句末重音位置，得

以延長，充分的表現喜悅情感。而在(19g)中，「頃刻間」出現三次，自然就形成三個段

落。接續在後二個「頃刻間」的二個分句，其音節字數幾近相同。這二分句也是以代詞

「這、你」起首，與(19i)二分句是一氣呵成。該二分句的句法組成是:雙音節動詞+「了」

+四音節詞組+「的」+雙音節複合詞。對應這分句的韻律詞組構成也是相同的，分別形

成三個韻律詞組。「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最後的

雙音節複合詞「溫柔、光榮」雖不是押韻字，卻是雙聲詞，並且是陰平+陽平調的組合。

(19g)第一分句中，先是一個句法複雜又音節多的詞組，再接連續出現四個名詞詞組，「這

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前二個雙音節，後二個三音節，可以分別形成二個雙分叉

的韻律詞組，連續三個去聲詞彙「樹、道、舍」，後二個雙音節詞「通道、莊舍」的聲調

組合相同，形成韻律節奏美感。 

(19b)段落中，可以從動詞入手，彷彿跟著作者的腳步「走去、走到、往..走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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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去、走盡」，跟著作者由「大道、小徑、濃密處、榆蔭」到「平坦原野」。開展在

眼前的美景，從近處「村舍麥田」到遠處「小山」，到更遠處，直到天際。最遠的是教堂，

是聽見鐘聲才知道她在那兒。(19a-c)分別出現數個 ABB 類重疊詞，「水溶溶、漠楞楞、

霧茫茫、默沉沉」等。(19d)段落中，最鮮明的回文創意，「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

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末後二句形成對聯，二個重要名詞「佳蔭、村

舍」，其聲調組合是相同的，語義及韻律切割頓點都是前四後三，展現多元韻律節奏。

(4e)的段落中，很明顯看到連續出現八個結構相同的修飾語，「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

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其實這一段落還有類似的「遠近的、靜定

的、人們的」，形成鮮明的韻律節奏，也因豐富的詞彙色彩勾勒出美麗的畫面。這個段落

的另一特點是 ABB/AAB 疊詞的出現，如「漸漸地、灰蒼蒼」。在此段落中，三音節的修

飾語是一大特色。 

綜合比較〈我所知道的康橋〉五篇中之韻律單位類型，以下[表 1]列出總字數、總句

數、平均句長、重疊詞、重疊語、組句及百分比以資綜合比較。平均句長方面，第三篇

的平均句長是最長的，在該篇中出現長句的數量也最大，以致與其他篇的行文風格不相

同。比較第二、三、第五篇而言，第五篇平均句長最短，但韻律單位出現的比例非常接

近，顯出不同的語言風格。前文已然提及第一篇的平均句長是居中，但韻律單位出現的

比例最低，以致顯出是散文之行文風格。第四篇總字數最多，句數也最多，但是平均句

長卻是短的，而其韻律單位出現的比例卻是最高，疊詞、疊語及組句出現的數量明顯多

出，以致顯出獨特的韻律節奏風格。 

篇序 總字數 總句數 平均句長 疊詞 疊語 組句 合計 百分比 

1 739 64 11.5 2 2 0 4 6.25% 

2 418 40 10.5 2 3 2 7 17.5% 

3 1411 115 12.3 8 3 8 19 16.5% 

4 2258 227 9.9 17 14 15 46 20.3% 

5 1072 113 9.9 8 7 4 19 16.8% 

[表 1]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漢語是聲調語言，聲調高低變化的音節重複分布在這些韻律

單位，即可組成有規則變化的節奏韻律。從最小的重疊詞彙單位出現，到組句的韻律結

構，多元的韻律單位交錯出現，使散文呈現出韻律節奏的聲響美感效果。本研究從韻律

音韻學架構分析散文的節奏類型體現。散文由長短不等的句子組成，其韻律節奏特性常

被掩蓋，不易辨識出來。然若從韻律單位反覆出現即形成節奏效果來看，分析結果呈現

出創作巧思及朗誦時韻律音樂之美感。其中韻律單位之類別，或與修辭學觀念重疊，如

雙聲疊韻、疊詞頂真等，但透過不同類音步組成之層次韻律結構，卻能整合句式結構與

音節數交錯的文句，因而呈現出韻律節奏之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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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新詩外，本研究另再關注華語散文詩的發展，從五〇年代至今，台灣散文詩

有其獨特風格，創作形式技巧相當成熟。26簡單的定義散文詩，就是用散文的分段形式

寫出來的詩。並無其他的規範或是散文詩律。散文詩的創作形式是自由自在的，很像散

文，但創作內裡的動機卻是詩歌。因此，本研究觀察不同作家二十餘首散文詩，計有五

百餘詩行。摘錄數例說明如下，見（20）。 

（20） 

(a) 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 

去逡巡，去守候。商禽〈長頸鹿〉 

(b) 人們在敲破我的硬骨之後，又將竹泡軟，搗爛之後用竹一個竹簾將我撈起

來晾乾之後，成為一張張紙之後，又用竹支做成的筆畫出一幅幅的墨竹。 

之後，明朝有個藝術畫在竹紙上之後再將一株兩株三株四株五六七株八九

十株，破開分成好多「个人」刻在木板上之後用竹做的紙刷上濃淡不同的

色相，印成有風、有雨、有月、有雪、有魂，有魄的竹而且不斷生兒育女

延綿至數百年。 

從竹子到竹畫、竹紙不斷循環。前生今世。商禽〈竹譜之三〉 

(c) 記憶中你淡淡的花是淺淺的笑，失去的日子在你葉葉的飄墮中升高，外太

空中尋不著你頎長的枝柯，同溫層間你疏落的果實一定白而且冷。商禽

〈樹〉 

(d) 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 

荒原中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 

升起來的淚是被撥弄的琴弦， 

撥弄中的琴弦是燃燒著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澤的荒原。 商禽〈逃亡的天空〉 

(e) 撕開信封，妳信紙上的那些黑字游出來。 

那些黑字興奮地向四面八方游去，然後，自四面八方艱苦地向我游來。 

每個字均含著淚光，浮浮沉沉地游著，游到了我的身體上。 

有的字在我的袖子裡潛泳， 

有的字停泊在我的臂灣中， 

有的字失去知覺，在我的口袋裡沉下去， 

有的字抽了筋，掉在我的膝蓋上， 

有的字嗆了水，擱淺在我的衣領上， 

有的字被我的食指彈回去， 

有的字在我的鼻樑上嬉戲浪花， 

有的字在臉頰上的淚珠裡仰泳， 

有的字被我的眼睛救起， 

有的字渡不到我身上，便流失。 

從彼岸游到此岸，是這般興奮又這般艱苦嗎? 蘇紹連〈讀信〉 

                                                 
26 陳巍仁為該書之序言，收入於李長青、若爾‧諾爾主編：《躍場：台灣當代散文詩詩人選》（臺北：九歌

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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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時間行經每一個角落，前顧匆匆，回首徐徐。 

霧已下達命令，不許有眼睛的生物潛行，包括時間，都令其迷失方向。 

我把時間打包入行囊裡，坐在霧中哭泣。 

我坐在霧中哭泣，把時間從行囊裡釋出， 

都令其迷失方向，都令其哭泣， 

包括時間的眼睛，都令其潛行。 

霧已下達命令，回首徐徐，前顧匆匆，時間再度行經每一個角落。蘇紹連

〈時間〉 

 

在商禽〈長頸鹿〉散文詩中，(20a)中是二組句，「不…歲月…的」在組句中重複出

現；另一組句是「去」引出雙音節詞，二個雙音節詞「逡巡、守候」，其韻母結構是相同

的。在商禽〈竹譜之三〉散文詩中，(20b)列出的段落中，主題詞「竹」反覆出現，當明

詞，也當動詞，如「竹一個竹簾」，表示時間詞「後」也出現多次。二個名詞重疊詞接藍

出現，如「一張張、一幅幅」。再者，是連續三個幾乎接近 30 音節的長複合句。「明朝有

個藝術／畫在竹紙上之後／再將一株兩株三株四株五六七株八九十株」此句可分為三個

句子，最後一句中無標點符號標示出並列結構；而其韻律結構是四個雙音節音步足成的

韻律語，「{一株兩株}Ft1{三株四株}Ft2{五六七株}Ft3{八九十株}Ft4」，顯出其中的韻律巧

思。「印成有風、有雨、有月、有雪、有魂，有魄的竹／而且不斷生兒育女延綿至數百年」

此句分為二個句子，前後句音節數並不相同。前句中則有標點符號標出並列結構，其韻

律結構為「{印成有風}{有雨有月}PhP1{有雪有魂}{有魄的竹}PhP2／{而且不斷}{生兒育

女}PhP1{延綿}至數百年}PhP2」。在商禽〈逃亡的天空〉散文詩中，(20d)中是連續 8 個「是

字句」。第三、五句末字「瑰、淚」押韻，第六、八句末字「弦、原」押韻，而第七、八

句末字「弦、心」雙聲。單數句末詞彙「沼澤、玫瑰、眼淚、琴弦」都在再次出現接續

句中，最後又再回到「沼澤、荒原」。作為主語都是四到六五音節的偏正結構詞組，其韻

律結構相仿。如「{死者}{的臉}、{未降}{的雪}、{遁走的}{天空}、{溢出的}{玫瑰}、

{升起來}{的淚}、{焚化了}{的心}、{荒原中的}{沼澤}、{撥弄中的}{琴弦}」等等；至

於做為同位語也是五到七音節的偏正詞組，其韻律結構也相仿，而展現出韻律節奏的詩

歌音樂性。 

在蘇紹連〈讀信〉散文詩中，(20e)段落中出現最多的「有的字」。其中有音節數同之

組句，如「有的字在我的袖子裡潛泳，有的字停泊在我的臂灣中」，但是前後句法結構並

不相同。前半之介詞組出現在動詞前，後半之介詞組在動詞之後，但是韻律結構是相仿

的。第二組句「有的字在我的鼻樑上嬉戲浪花，有的字在臉頰上的淚珠裡仰泳」，句法結

構相同，介詞組都出現在動詞前，但是介詞組語動詞的音節數卻不相同，而其韻律結構

仍是相仿的。第三組句「有的字抽了筋，掉在我的膝蓋上；有的字嗆了水，擱淺在我的

衣領上」，此組句成前半部分，音節數及句法結構同，後半部分之音節數不同，句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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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然韻律結構是相同的。 

在蘇紹連〈時間〉散文詩中，(20f)段落中重疊詞如「徐徐、匆匆」，出現首尾二句，

主題句「時間行經每一個角落」，也是出現在首尾二句。仔細觀察作者的迴文效果，先出

現之四句是「時間行經每一個角落，前顧匆匆，回首徐徐。霧已下達命令」，末後四句則

是「霧已下達命令，回首徐徐，前顧匆匆，時間再度行經每一個角落」。居中詩行及文句

其實也按照迴文次序出現，形成特殊的韻律效果。 

漢語有聲調高低變化的音節重複分布在這些韻律單位，組成有規則變化的節奏韻律。

上述一段散文，其中有多元的韻律節奏。此為初步分析，之後分析韻律結構與層級後，

再根據口語的自然節律形成的長短律，考量實詞與虛詞交錯的輕重不一。實詞音長比虛

詞長而且足，虛詞有句法結構的連接功能，在韻律結構中，虛詞則在填補空拍。當實詞、

虛詞有規則性的交替重複，即形成節奏韻律效果。綜合言之，從普遍語法角度來分析研

究韻律性，會有不同於一般語言運作之處，然而如果沒有一般語言知識，也無從了解韻

律節奏。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的節奏類型體現，以現代漢語書寫的白話文

學為主要討論範圍。此研究計畫乃是跨語言學和文學領域的分析，討論的材料以現代文

學為主，文本取得困難不大，陸續皆有相關網站將文學家們的作品數位化，也無須耗費

太多時間校勘查核版本。但可能遇到的困難或瓶頸，一是材料的取捨需要審慎考量，要

顧及不同語言風格的作品，也要顧及其代表性。第二可能的困難是文本數量頗為龐大，

需花費時間詳加整理；第三可能性是時時釐清語言學理論的分析原則與限制，不至於跨

領域分析時有所迷失。面對這幾個可能困難，最佳的解決之道是使閱讀理論文獻及分析

收集標注語料的進度不致落差太多，以便能確立範圍及釐清方向，有效達到預期目標。 

四、總結與檢討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的節奏類型體現，以現代漢語書寫的白話文

學為主要討論範圍。此研究乃是跨語言學和文學領域的分析。韻律音韻學係一語言學音

韻理論，從詩律的研究發展而來，然而韻律節奏本是語言特性，存在於普遍語法中。口

說語言與文學語言之機制原本為同一，都以不同的韻律單位呈現韻律節奏的特性。口說

語與書面語有其不同的韻律節奏類型，文學語言作品或是新詩、散文或是小說中的敘事

陳述，都有韻律節奏呈現。此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詞

組等，以及韻律單位層級建構之範疇去分析散文的韻律節奏。成果中將建構句法結構與

韻律結構標注的語料庫，進而爬梳散文不同的節奏類型。此分析架構非同以往就體裁特

性進行比較，乃從韻律音韻學之韻律節奏單位的角度來分析的相關研究，至今這方面著

墨的不多，因此，本研究成果將提出深入研究文學語言之韻律機制運作，可對不同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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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言風格分類提供參照標準。 

本研究的材料的範圍先行設定在華語散文敘述文體的韻律體現。研究中先行建立語

料庫，挑選現代華文作家的散文作品，分別標注語言單位成分及結構。標注的訊息從橫

向來看分三方面，分別是音韻、詞法句法及韻律結構；縱向來看也有統轄層級之差異。

例如從音韻面來看，包括詞彙的雙聲、疊韻、聲調類別的標注，詞組重音及語調變化；

句法結構的標注包括詞組劃分成名詞動詞介詞等詞組，並要標注該詞組的句法功能是主

要語、補語或是附加語等等。另外再韻律結構的標注方面，要標注不同層級的韻律單位，

如音步、韻律詞組或語調詞組，並要顧及韻律單位的類型差異及統轄關係。 

鑒於這些訊息標注工作的複雜度，在此計畫執行過程中，所聘用的助理研究生們，

都必須接受先備訓練及上課，一方面要熟讀句法學、韻律音韻學的理論文獻，同時進行

語料實作分析練習。故此，在此訓練及實際操作標注語料的過程中，逐步提升強化研究

生們的語言學研究能力，他們不僅能夠深入閱讀理解文本語句之韻律結構，亦能確實掌

握語言學理論分析的基本能力及觀念。 

本研究是跨語言學及文學領域的研究，主要是從語言學理論及文學場域來分析不同

文體的節奏韻律呈現。這分析精神的前提是文學語言與一般語言使用係屬於同一普遍語

法機制。因此，執行計畫此後所得成果，可未將接續先前之研究計畫成果，如比較古典

與現代韻散文的韻律節奏篇章結構，整理後投稿至國際學術相關會議中，如國際詩學語

言學會議 (Poetics an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PALA)，該會議今年的議題是 Stylistics 

without Borders，在於討論文體語體之風格界線，期望透過分析研究與各國學者交換意

見。並且繼續在執行計畫結案後，投稿至學術期刊發表，必然有後續研究的議題提供研

究。在執行過程，將使參與計劃者對語言學理論及文學分析的跨領域對有深入的認識，

一方面擴展語言學研究之視野，另一方面引發進一步的後續研究，對語言學理論應用及

文學分析創作研究有傳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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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發展與運用的專家學者交流切磋的高端論壇。第一屆 CASLAR 會議在

2010 年於杭州浙江大學展開，第二屆移師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第三

屆會議於 2014 年則在義大利 Parma 舉行， 第四屆在 2014 年，由華東師

範大學承辦。第五屆則選定在香港大學舉辦，主辦單位是中學非華語學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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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另外

協辦單位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學會 (CASLAR Association)。該會議籌備

委員多是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的知名學者，包括 Dr. Joseph Wai-ip Lam, 

Dr. Elizabeth Ka-yee Loh, Professor Shek-kam Tse, Dr. Mark Shiu-kee Shum, Dr. 

Wing-wah Ki, Dr. Vincent Man-kin Lau, Dr. Che-ying Kwan, Dr. Joseph Wai-ip 

Lam, Dr. Elizabeth Ka-yee Loh, Dr. Mark Shiu-kee Shum, Dr. Wing-wah Ki等。

其中 Professor Istvan Kecskes,是 CASLAR主委，也是 CASLAR 期刊主編，

在推動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在這次會議中，大會在安排 06/14先行安排了學校教學的參訪活動，分

別到三個不同的學校觀摩語文教育的教學活動與設計。這三個學院的語文教

學各有不同的特色，YMCA 基督教學院是觀摩戲劇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

學的應用；DELIA 學院則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閱讀教學應用；HKMA 學

院則是觀摩科寄附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應用與設計。 

在這次大會中演講及論文報告分為四大類別，第一類是三場特約主題演

講，分別是第一場的 Prof. Jenn-Yeu Chen，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

系，演講題目為 The many faces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SLA theories and pedagogy；第二場是 Prof. Claire Saillard, 來自 Universite 

Paris-Diderot, 演講題目為 Aspectual classes in Chinese and their operability for 

teaching; 第三場是 Prof. Joe Winston, 來自 University Warwick, 演講題目是

Participatory drama as a pedagogy for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theory 

and practice, challenges and rewards. 這三場演講從第二語言教育與教學理論

觀念的釐清與再思，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實際應用面向，都提供教學

上及研究上的重點議題，值得未來再思索及再研究。若從教學對象角度來看

本次會議之另一項特色，由於港澳地區成為多語使用的歷史已久，一般生與

特殊生都必須面對二種以上語言學習的必須性，因此，在本次會議中，有多

篇論文的二語學習者是特殊教育學習者，以致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跨領域研

究，又發展出更廣的研究空間。而這方面的教學方法、教材研究、實務經驗、

社會制度資源及師資培訓等，在質與量方面都仍嫌不足，非常需要更多研究

人才、多元話的輔助教材及資源，如二語遠距離線上教學系統，對一般生、

特殊生都會是很好的媒介，然內容設計、互動方式及評量模式卻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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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中介媒合途徑方式差異甚大；然就現實面而言，因為顧及個別性差

異需求，市場需要不易擴大，後續延伸的改善精進自然也將受到影響。 

 除了三場特約專題演講之外，第二類別的安排是分成十個次子題，分別

安排專題演講及分享。這些子題包括「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法研究、漢

語作為第二語言詞彙習得與教學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語法問題研究、漢

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用問題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育技術研究、漢語作

為第二語言的文化與跨文化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評估研究、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語法習得與教學研究、漢字習得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認知研

究、香港中學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支援計畫—教學法發展及研究」。如吳勇

毅與牟蕾提出的研究是有關多語者新媒體話語研究，以外國漢語學習者微信

朋友圈話語為例，建構話語生成模型，分成語境、信息發佈者、收話者及內

容四個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多語者發布的信息以文字+表情圖案/圖片的形式

最多；多以漢語+其他語碼形式出現；表達情感的方式則以表情符號、擬聲

詞及標點為多。從這類現象可以歸納得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使用者或是多語

使用者在二語習得及應用的真實歷程。曾金金教授的團隊分享他們四年來的

計畫研究成果，他們針對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師及教學的智能與職能提升提

出成果分析，定名為”逆向式課程設計”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CSL/CFL)

師資培育課程的應用實例。在該項模組研究中，他們認為行之有年的二語師

資培育觀念，仍多半採取結構主義的語言觀，也就是以教授漢字字形、發音、

拼音、聲調語調、詞彙句型等作為主要教學目的及重點教材，但可能忽略了

學習語言的重要核心目的應該是溝通。音此，有效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是

培養二語教師的重要目標，然更重要的核心能力則應該是培養教師有能力能

夠幫助學習者應用現代漢語作有效的溝通。首先是應用視訊會議平臺，觀察

二語教室師生互動模式。藉此平台收集學習者的背景資料，學習起始點、實

際使用語音、詞彙、句型的語言表現及學習者感興趣的話題和期望目標，還

有學習者的中介語形態。此類資訊可以作為選擇教材的參考指標，也能夠吸

引學習者的興趣及掌握學習者的進度。另一面向的觀察是清楚了解教師本身

在教學現場時的實際表現，教師本身可能不會察覺教學媒介語是否需要調整，

或是如何調整。透過教學平臺的分析研究，幫助教師掌握師生溝通、學習者

之間的溝通的難題及偏誤，給予正確的指令以促進教學成效。這個逆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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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研究還有其他學者在不同時段報告研究成果，吸引許多學者專家的

注意。透過使用視訊教學平台模式提供許多研究的方便及益處。當獲得教室

師生的同意及許諾，視訊平台可以詳實記錄教學現場的過程，比微型模擬教

學還要真實，在教與學的兩造，都能得到真實的回饋，從其中得以獲知改善

的方向，也可以有效評量出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對於二語教學的研究領域，筆者對於逆向式教學模式的建立與多年研究

成果感到非常有興趣，也覺得這是很值得繼續投入研究能量的領域。英語作

為二語教學的研究領域已經行之有年，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編輯方面，已經有

大量的研究成果資料庫及有效的參考數據。這些成果成為漢語作為二語教學

的重要基礎，全球學習現代漢語的人口逐年大幅度增加，學習者的語言背景、

來源地區及文化背景都非常多元。以致教學老師的質與量，教材的質與量都

必須關注的。然要提升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師資訓練與教材編纂，勢必要有

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改進的參照標準。有關現代漢語的語言特性，至今仍方

興未艾；而透過逆向式教學模式提升教師教學的自省方向以及釐清教師與學

生互動的盲點所在，對編定調整教材、規劃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的改進，提

供正確、客觀清楚的方向。一旦該模式建構出數據常模，師生都可以從其中

獲至正面的評量。 

 我發表的場次計有四篇論文，分別是 Sidsel Rasmussen，發表論文的

題目是 the perceived similarity of distinct Mandarin phones by Danish L2 

learners。這是針對丹麥母語者學習現代漢語，對於現代漢語中輔音性聲母

的辨識研究，針對二語學習者的困難點在於舌尖後音及舌面前音。由於這二

組輔音聲母發音部位非常接近，不容易辨識，這項研究可以幫助學習者在聽

覺判斷上有正確的認知。第二篇是姜芷晴，同時也是該場主持人，題目是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Cantonese tone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Hong Kong。這篇論文是以香港粵語的聲調為主要議題，香港粵語的聲調

調類多種，若干調類的調值很接近，辨識或發出正確的調值對二語學習者而

言都相當困難。漢語做為二語教學，聲調的習得是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

因此這篇論文引起不少回響。第四篇是陳春美，題目是 Study abroad and 

tone training on the prosodic produ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Mandarin Chinese，這篇論文的研究訓練重點也在聲調問題，作者分享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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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研究，頗有啟發。我所發表的論文是漢語作為二語教學中華語散文的

節奏分析，前文題及韻律教學在二語教學中是重點一，而本文選的研究材料

是華語散文，朗誦是語言教學中有效並重要的方式之一。韻律節奏鮮明是詩

歌韻文的重要特徵，而散文常以韻散句式夾雜出現，與一般語言使用更為接

近。所謂「節奏」是相近聲韻調的聲響單位形式，按著某規律反覆地出現。

散文中有停頓、重音、句調等，存在於音節、音步、韻律詞組、句法段落和

篇章等不同層次，不僅表現思想情感，也透過某語言單位反覆出現呈現奏美

感。本文以「音步」為重要韻律單位來分析白話散文之韻律節奏結構，將其

應用至華語二語教學上，引導學習者在誦讀散文時認知韻律節奏，有助提升

閱讀理解能力，掌握語義思維的轉折和情感的抑揚頓挫，增進華語二語教與

學之果效。 

在此會議中，尚有其他篇論文與筆者所發表的論文領域相關，如以相互

教學提升文言文閱讀能力的成效或是以戲劇元素活動幫助漢語詞彙的教學，

在敘事抒情散文進入作為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學路徑的論文中，提出研究法評

估說明敘事抒情散文適合全篇或是節錄部分作為教學教材。舉出五四時期的

敘事抒情散文，篇幅比較短小、內容單一、結構布局容易辨識。這些散文的

遣詞用字基本上是合乎規範的，也符合語法規則，所以是活的語言，也就是

真正出現的語言使用。又者，文章主旨是人生的體會或是真實生活的經驗，

對二語學習者言，能引起共鳴，以致這類較教材能夠引起學習興趣並提升閱

讀能力的選材。若是再結合語料庫建置的研究方法，對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

研究與應用都有助益。在此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

國際會議宣讀論文，收穫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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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 年 6 月 17 日 

                                 

*出席會議經過及與會心得報告 

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國際學術會議，收穫匪

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原本是每隔 2-3 年舉辦一次，是全球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習

得、發展與運用的專家學者交流切磋的高端論壇。第一屆 CASLAR 會議在

2010 年於杭州浙江大學展開，第二屆移師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第三

屆會議於 2014 年則在義大利 Parma 舉行， 第四屆在 2014 年，由華東師

範大學承辦。第五屆則選定在香港大學舉辦，主辦單位是中學非華語學生中

文教與學支援計畫 (PoCSL, Supporting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2016-2018)，

係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資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032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2017/08/01~2018/10/31 

計畫名稱 從韻律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之節奏類型體現  ( The 

Analysis on the Rhythmic Typology of the Literature 

Language: A Prosodic Phonology Approach ) 

出國人員

姓名 
吳瑾瑋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2018年 6月 14日至

2018年 6月 16日 
會議地點 香港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五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 

(英文)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ASLAR-5 

發表題目 

(中文)華語散文的節奏分析 

(英文)An Analysis of the Rhythmic Patterns of the 

Proses i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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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另外

協辦單位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學會 (CASLAR Association)。該會議籌備

委員多是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的知名學者，包括 Dr. Joseph Wai-ip Lam, 

Dr. Elizabeth Ka-yee Loh, Professor Shek-kam Tse, Dr. Mark Shiu-kee Shum, Dr. 

Wing-wah Ki, Dr. Vincent Man-kin Lau, Dr. Che-ying Kwan, Dr. Joseph Wai-ip 

Lam, Dr. Elizabeth Ka-yee Loh, Dr. Mark Shiu-kee Shum, Dr. Wing-wah Ki等。

其中 Professor Istvan Kecskes,是 CASLAR主委，也是 CASLAR 期刊主編，

在推動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在這次會議中，大會在安排 06/14先行安排了學校教學的參訪活動，分

別到三個不同的學校觀摩語文教育的教學活動與設計。這三個學院的語文教

學各有不同的特色，YMCA 基督教學院是觀摩戲劇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

學的應用；DELIA 學院則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閱讀教學應用；HKMA 學

院則是觀摩科寄附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應用與設計。 

在這次大會中演講及論文報告分為四大類別，第一類是三場特約主題演

講，分別是第一場的 Prof. Jenn-Yeu Chen，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

系，演講題目為 The many faces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SLA theories and pedagogy；第二場是 Prof. Claire Saillard, 來自 Universite 

Paris-Diderot, 演講題目為 Aspectual classes in Chinese and their operability for 

teaching; 第三場是 Prof. Joe Winston, 來自 University Warwick, 演講題目是

Participatory drama as a pedagogy for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theory 

and practice, challenges and rewards. 這三場演講從第二語言教育與教學理論

觀念的釐清與再思，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實際應用面向，都提供教學

上及研究上的重點議題，值得未來再思索及再研究。若從教學對象角度來看

本次會議之另一項特色，由於港澳地區成為多語使用的歷史已久，一般生與

特殊生都必須面對二種以上語言學習的必須性，因此，在本次會議中，有多

篇論文的二語學習者是特殊教育學習者，以致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跨領域研

究，又發展出更廣的研究空間。而這方面的教學方法、教材研究、實務經驗、

社會制度資源及師資培訓等，在質與量方面都仍嫌不足，非常需要更多研究

人才、多元話的輔助教材及資源，如二語遠距離線上教學系統，對一般生、

特殊生都會是很好的媒介，然內容設計、互動方式及評量模式卻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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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中介媒合途徑方式差異甚大；然就現實面而言，因為顧及個別性差

異需求，市場需要不易擴大，後續延伸的改善精進自然也將受到影響。 

 除了三場特約專題演講之外，第二類別的安排是分成十個次子題，分別

安排專題演講及分享。這些子題包括「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法研究、漢

語作為第二語言詞彙習得與教學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語法問題研究、漢

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用問題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育技術研究、漢語作

為第二語言的文化與跨文化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評估研究、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語法習得與教學研究、漢字習得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認知研

究、香港中學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支援計畫—教學法發展及研究」。如吳勇

毅與牟蕾提出的研究是有關多語者新媒體話語研究，以外國漢語學習者微信

朋友圈話語為例，建構話語生成模型，分成語境、信息發佈者、收話者及內

容四個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多語者發布的信息以文字+表情圖案/圖片的形式

最多；多以漢語+其他語碼形式出現；表達情感的方式則以表情符號、擬聲

詞及標點為多。從這類現象可以歸納得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使用者或是多語

使用者在二語習得及應用的真實歷程。曾金金教授的團隊分享他們四年來的

計畫研究成果，他們針對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師及教學的智能與職能提升提

出成果分析，定名為”逆向式課程設計”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CSL/CFL)

師資培育課程的應用實例。在該項模組研究中，他們認為行之有年的二語師

資培育觀念，仍多半採取結構主義的語言觀，也就是以教授漢字字形、發音、

拼音、聲調語調、詞彙句型等作為主要教學目的及重點教材，但可能忽略了

學習語言的重要核心目的應該是溝通。音此，有效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是

培養二語教師的重要目標，然更重要的核心能力則應該是培養教師有能力能

夠幫助學習者應用現代漢語作有效的溝通。首先是應用視訊會議平臺，觀察

二語教室師生互動模式。藉此平台收集學習者的背景資料，學習起始點、實

際使用語音、詞彙、句型的語言表現及學習者感興趣的話題和期望目標，還

有學習者的中介語形態。此類資訊可以作為選擇教材的參考指標，也能夠吸

引學習者的興趣及掌握學習者的進度。另一面向的觀察是清楚了解教師本身

在教學現場時的實際表現，教師本身可能不會察覺教學媒介語是否需要調整，

或是如何調整。透過教學平臺的分析研究，幫助教師掌握師生溝通、學習者

之間的溝通的難題及偏誤，給予正確的指令以促進教學成效。這個逆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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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研究還有其他學者在不同時段報告研究成果，吸引許多學者專家的

注意。透過使用視訊教學平台模式提供許多研究的方便及益處。當獲得教室

師生的同意及許諾，視訊平台可以詳實記錄教學現場的過程，比微型模擬教

學還要真實，在教與學的兩造，都能得到真實的回饋，從其中得以獲知改善

的方向，也可以有效評量出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對於二語教學的研究領域，筆者對於逆向式教學模式的建立與多年研究

成果感到非常有興趣，也覺得這是很值得繼續投入研究能量的領域。英語作

為二語教學的研究領域已經行之有年，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編輯方面，已經有

大量的研究成果資料庫及有效的參考數據。這些成果成為漢語作為二語教學

的重要基礎，全球學習現代漢語的人口逐年大幅度增加，學習者的語言背景、

來源地區及文化背景都非常多元。以致教學老師的質與量，教材的質與量都

必須關注的。然要提升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師資訓練與教材編纂，勢必要有

相關的研究成果作為改進的參照標準。有關現代漢語的語言特性，至今仍方

興未艾；而透過逆向式教學模式提升教師教學的自省方向以及釐清教師與學

生互動的盲點所在，對編定調整教材、規劃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的改進，提

供正確、客觀清楚的方向。一旦該模式建構出數據常模，師生都可以從其中

獲至正面的評量。 

 我發表的場次計有四篇論文，分別是 Sidsel Rasmussen，發表論文的

題目是 the perceived similarity of distinct Mandarin phones by Danish L2 

learners。這是針對丹麥母語者學習現代漢語，對於現代漢語中輔音性聲母

的辨識研究，針對二語學習者的困難點在於舌尖後音及舌面前音。由於這二

組輔音聲母發音部位非常接近，不容易辨識，這項研究可以幫助學習者在聽

覺判斷上有正確的認知。第二篇是姜芷晴，同時也是該場主持人，題目是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Cantonese tone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Hong Kong。這篇論文是以香港粵語的聲調為主要議題，香港粵語的聲調

調類多種，若干調類的調值很接近，辨識或發出正確的調值對二語學習者而

言都相當困難。漢語做為二語教學，聲調的習得是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

因此這篇論文引起不少回響。第四篇是陳春美，題目是 Study abroad and 

tone training on the prosodic produ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Mandarin Chinese，這篇論文的研究訓練重點也在聲調問題，作者分享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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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研究，頗有啟發。我所發表的論文是漢語作為二語教學中華語散文的

節奏分析，前文題及韻律教學在二語教學中是重點一，而本文選的研究材料

是華語散文，朗誦是語言教學中有效並重要的方式之一。韻律節奏鮮明是詩

歌韻文的重要特徵，而散文常以韻散句式夾雜出現，與一般語言使用更為接

近。所謂「節奏」是相近聲韻調的聲響單位形式，按著某規律反覆地出現。

散文中有停頓、重音、句調等，存在於音節、音步、韻律詞組、句法段落和

篇章等不同層次，不僅表現思想情感，也透過某語言單位反覆出現呈現奏美

感。本文以「音步」為重要韻律單位來分析白話散文之韻律節奏結構，將其

應用至華語二語教學上，引導學習者在誦讀散文時認知韻律節奏，有助提升

閱讀理解能力，掌握語義思維的轉折和情感的抑揚頓挫，增進華語二語教與

學之果效。 

在此會議中，尚有其他篇論文與筆者所發表的論文領域相關，如以相互

教學提升文言文閱讀能力的成效或是以戲劇元素活動幫助漢語詞彙的教學，

在敘事抒情散文進入作為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學路徑的論文中，提出研究法評

估說明敘事抒情散文適合全篇或是節錄部分作為教學教材。舉出五四時期的

敘事抒情散文，篇幅比較短小、內容單一、結構布局容易辨識。這些散文的

遣詞用字基本上是合乎規範的，也符合語法規則，所以是活的語言，也就是

真正出現的語言使用。又者，文章主旨是人生的體會或是真實生活的經驗，

對二語學習者言，能引起共鳴，以致這類較教材能夠引起學習興趣並提升閱

讀能力的選材。若是再結合語料庫建置的研究方法，對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

研究與應用都有助益。在此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

國際會議宣讀論文，收穫匪淺。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吳瑾瑋 計畫編號：106-2410-H-003-032-

計畫名稱：從韻律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之節奏類型體現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2

分別是韻律具法學國際研討會以及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之二篇研
討會論文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1

人次

加強語言學知識閱讀及練習分析語料

碩士生 2
加強語言學理論文獻閱讀與理解整理
，練習分析語料從而強化分析研究能力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的節奏類型，以現代漢語的白話散文為研究
範圍。韻律音韻學係一語言學理論，從詩律的研究發展而來，然韻律節奏本是
語言特性，存在於普遍語法機制中，反映在各類語言使用。本研究觀點以語言
學中韻律音韻學的架構探討文學語言的韻律節奏，是跨語言學及文學領域的研
究。語言學與文學領域並非對立的領域，口說語言與文學語言之機制原本為同
一，文學語言乃是將口說語言常軌加以活用與創新。現代漢語自五四之後百餘
年來，口說語與書面語雙軌接近，以致白話文學語言與口說語言距離不遠。特
別是在韻律節奏的體現方面，新詩與散文不乏韻語以呈現韻律節奏的美感特性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中所提出的韻律單位，如音步、韻律詞組等，以及韻律
單位層級建構之範疇去分析散文與新詩的韻律節奏，非以文體概念進行比較
，深入研究文學語言之韻律機制運作，或可發現散文與韻文非截然不同的體式
，或可對不同文體之語言風格分類提供參照標準。也從其中探討語言學理論之
描述力與解釋力，也從語言學理論架構分析語言使用，從其中發展研究議題與
方向。雖是基礎性研究，卻能逐步累積研究成果，更深了解語言的使用。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研究從韻律音韻學分析討論文學語言節奏類型。屬於基礎研究，雖對公共政
策並無直接建言與影響。然這是跨文學與語言學的領域研究，以語言學中韻律
音韻學的分析架構討論文學語言的應用。即便多人認同語言學與文學領域並非
對立的領域，理論與作品分析研究也不是對立的，因此，本研究成果有助於跨
領域及文體分類提供參照標準。


